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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所行政领导 

所  长： 王贻芳 

副所长： 罗小安 

 秦  庆 

陈  刚 

陈延伟 

 高能所党委书记 

书  记： 潘卫民 

副书记： 罗小安 

 高能所纪委书记  

书  记： 

副书记： 

魏  龙 

陈宏刚  

 

 所领导行政管理工作分工 

王贻芳： 主持研究所全面工作；分管党政办（所务工作）、人力资源处、理论物理

室、分管开平中微子研究中心。 

潘卫民： 主持党委全面工作；分管党政办（党务工作）、离退办、文献信息部；协

管工厂。 

魏  龙： 主持纪委全面工作；分管监审办、教育处、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多学

科研究中心、核技术应用中心、工厂。 

罗小安： 协管党委工作；分管大装置管理中心、行政管理处。 

秦  庆： 分管加速器中心、通用运行部。 

陈  刚： 分管科研计划处、财务资产处、实验物理中心、粒子天体物理中心、计算

中心；分管亚丁高海拔宇宙线科学中心。 

陈延伟： 分管东莞分部；分管东莞中子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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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物理中心   

主  任：娄辛丑 

副主任: 沈肖雁 

    朱科军 

    曹  俊 

王  铮 

 

加速器中心   

主 任：秦  庆 

副主任: 曹建社 

池云龙 

    陈锦晖  

        岳军会 （任职自 2018年 12月 12日）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   

主  任：张双南 

副主任: 杨长根 

    卢方军 

       曹  臻     

宋黎明 

 

理论物理室   

主  任：邢志忠 

副主任: 吕才典 

赵  强 

 

多学科研究中心   

主  任: 董宇辉  

副主任: 胡天斗  

    赵宇亮  

    张智勇 

       

计算中心   

主  任： 李卫东 

副主任： 孙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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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法制 

程耀东 （任职自 2018年 5月 31日） 

 

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主  任：魏  龙（兼） 

副主任: 史戎坚 

        魏存峰 

 

党政联合办公室   

 主  任： 郭立军  

  副主任： 王  欢    

           贾英华 （任职自 2018年 12月 28日） 

            

人力资源处   

处  长：何会林  

副处长：刘  燕 

 

教育处    

主  任：保增宽  

副主任：杨云霞 （任职自 2018年 6月 26日） 

 

科研计划处   

处  长： 陈  刚 （兼） 

副处长： 邓  虎 

张  帆 

徐殿斗  

于润升  

         

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   

处  长：邓春勤 （任职自 2018年 2月 5日） 

马创新 （任职至 2018年 2月 5日） 

副处长：王晓晖 

         

大装置管理中心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7 - 

 

主  任：罗小安 

副主任：刘丽冰 

刘  蕾 （任职自 2018年 5月 31 日） 

 

财务资产处   

处  长： 周  亚 （任职自 2018年 2月 5日） 

副处长： 葛  仙 （任职自 2018年 2月 5日） 

 杨  静 （任职至 2018年 2月 5日） 

 

行政管理处   

处  长： 梁  键  

副处长： 周  敏 （任职自 2018年 2月 5日） 

王庆斌 （任职自 2018年 10月 8日） 

         王湘鉴 （任职自 2018年 5月 31日） 

 

通用运行部   

主  任： 林国平 

副主任： 范志香 

         王博东 （任职自 2018年 12月 12日） 

 

文献信息部   

主  任： 郑文莉  

副主任： 于  健  

 

离退休办公室   

主  任： 贾艳平 

 

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 赵京伟  

总 经 理 ： 戴旭文 

副总经理 ： 赵建兵 

 

东莞分部    

主  任： 陈延伟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8 - 

 

副主任： 王  生 （任职自 2017年 7 月 14日） 

金大鹏 （任职自 2018年 5 月 31日） 

梁天骄 （任职自 2018年 5 月 31日） 

王芳卫 （任职自 2018年 5 月 31日） 

         奚基伟 （任职至 2018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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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委员会 

书  记： 潘卫民 

副书记： 罗小安 

委  员： 王  铮 

王九庆 

王贻芳 

 卢方军 

 陈元柏 

 陈宏刚 

 罗小安 

 常  哲 

 蒙  巍 

 潘卫民 

 魏  龙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魏  龙 

副书记： 陈宏刚 

委  员： 马创新 

 吕才典 

 宋黎明 

 陈宏刚 

 曹建社 

 魏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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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所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和生      

副 主 任： 柴之芳 张 闯     

委    员： 马 力 王九庆 王建民 王焕玉 刘  宇 李卫东 

 李卫国 杨长根 张新民 陈森玉 苑长征 赵宇亮 

 高  杰 阎永廉 董宇辉 裴国玺   

 高能所学位委员会 

主  任： 常 哲  

副主任： 金  山 裴国玺 奎热西    

委 员： 丰伟悦 王建民 王焕玉 史戎坚 吕才典 刘振安 

 刘 鹏 孙功星 吴伯冰 陈元柏 金  山 单保慈 

 胡红波 胡  涛 奎热西 秦  庆 唐靖宇 常 哲 

 裴国玺 潘卫民 魏  龙    

秘 书： 何会林      

 高能所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常设主席团 

主  席： 陈宏刚      

副主席： 单保慈 苏  萍     

成  员： 王  铮 王彦明 王嘉鸥 邢  军 吕才典  

 刘  鹏 刘利军 金大鹏 吴超勇 郭立军  

经审委员会主任： 张  旌     

经 审 委 委 员： 张  霞 赵力强    

 高能所工会 

主  席：  陈宏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委员会 

书  记： 王  欢     

副书记： 王湘鉴 王新华 吴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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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荚  晶 侯少静     贾  晨    郭  聪        

 高能所妇女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王  欢 

副主任： 温雪梅    于梅娟 

委  员： 董琳琅    孙  越    邢天虹    赵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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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所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方守贤 李惕碚 张宗烨 陈和生 柴之芳 

 王贻芳 赵宇亮  

中国工程院院士： 叶铭汉 陈森玉    

 

 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主  任：陈和生 

副主任：于  渌、陈森玉、王贻芳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安  琪 

副主任：朱科军 

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重点实验室 

主 任：赵宇亮 

副主任：高学云、孙宝云 

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  

主 任： 张双南 

副主任： 曹  臻、宋黎明 

北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  任：魏  龙 

副主任：章志明 

粒子加速物理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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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秦  庆 

副主任：潘卫民、王九庆 

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主          任：Nima Arkani-Hamed 

常 务 副 主 任：吕才典 

中国科学院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 

主  任：王贻芳 

副主任：沈肖雁、高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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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学装置简介 

 

（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装置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装置于 1984年 10月 7日开始建造，1988年 10月 16日首次

实现正负电子对撞，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在τ轻子和粲粒子产生阈附近研究τ- 粲物理

的大型正负电子对撞实验装置，其研制技术和主要性能达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国际先

进水平，也是该能区迄今为止亮度最高的对撞机，荣获 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该装置 2004年 4 月 30日退役，同时，BEPC 重大改造工程（BEPCII）设备安装开

始，并于 2009年 7月 17日通过国家验收。  

（二）北京谱仪 

北京谱仪是我国科学家自行设计、研制成功的一台大型通用探测器装置，由 2万

多个探测器单元、近 4万路读出电子学构成，总重 700多吨，包括主漂移室及电子学

系统、飞行时间计数器及电子学系统、电磁量能器及电子学系统；μ子计数器及电子

学系统、超导磁铁、亮度监测器、触发判选、在线数据获取与分析、离线数据分析系

统。北京谱仪安装在 BEPC储存环南端的对撞区，借助各种粒子探测器的组合实现对

粒子对撞后产生的次级粒子的能量、动量、质量、位置、出射角等各种参数的观察和

测量，重建反应过程，研究基本物理规律。 

（三）北京同步辐射装置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是我国第一个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光谱横跨紫外到硬

X 射线波段的大型同步辐射装置，1991 年正式对外开放，绝大部分设备通过自主研发、

制造，其后经历不断地改进和升级，性能接近第二代同步辐射光源。BSRF 拥有 14 条

光束线和实验站，具有多种实验技术，不仅为凝聚态物理、化学化工、生命科学等学科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实验手段，还为一些国家重大需求提供重要的

技术支持。 

（四）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是由国家科技部、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

院、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支持的大型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并有

来自美国、俄罗斯、捷克、中国台湾、香港等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费支持和科学家参加，

是我国基础科学领域目前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也是目前最大的与地方和企业合作的

基础科学研究项目。2012 年 3 月 8 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装置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电

子反中微子测定并发布了一个具有重大物理意义的参数——中微子混合角 θ13，取得了

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物理成果。 

（五）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 

http://baike.baidu.com/view/386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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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裂中子源装置（CSNS）是发展中国家拥有的第一台散裂中子源装置，并列

世界四大散裂中子源装置行列，科学寿命超过 30 年。主要包括一台 80MeV 负氢离子

直线加速器、一台 1.6GeV 快循环质子同步加速器、两条束流输运线、一个靶站和 3 台

谱仪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六）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 

硬 X射线调制望远镜（Hard X-ray Modulation Telescope，简称 HXMT）卫星是我

国第一个空间 X 射线天文卫星，在大面积巡天和高计数率的时变研究方面具有强大能

力，既可以实现宽波段、高灵敏度的大天区 X射线扫描成像，又能够定点观测黑洞、中

子星等高能天体，研究它们的短时标光变和宽波段能谱，其在黑洞寻找和高精度观测研

究两个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使我国的高能天体物理观测研究进入国际先进水平。 

（七）ADS 质子直线加速器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System，

简称 ADS）是利用加速器加速的高能质子与重靶核发生散裂反应——一个质子引起的散

裂反应可产生几十个中子，用中子源来驱动次临界包层系统，使次临界包层系统维持链

式反应以便得到能量和利用多余的中子增殖核材料和嬗变核废物。ADS嬗变系统由中科

院近物所、高能所、合肥物质研究院共同承担，包括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反应

堆和散裂靶。高能所主要承担质子直线加速器项目注入器 I及主加速器的研制。 

（八）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 

中日合作 ASγ实验是目前 10 TeV 以上能区最灵敏的γ天文望远镜，可实现 50TeV

以上能区γ射线的无背景观测，也是目前宇宙线领域研究“膝”区宇宙线成分灵敏度最

高的实验，主要围绕“探索银河宇宙线的起源（加速、传播）”问题，并展开 10～100TeV

能区的γ射线和“膝”区原初宇宙线单成分能谱及其精细结构研究。 

中意合作 ARGO 实验目前已经采集了海量的宇宙线和高能伽马射线事例（1 千亿事

例/年），关于宇宙线大尺度各向异性、行星际磁场研究、耀变星体爆发与长期观测研究

等成果已在国际刊物正式发表。 

（九）大型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大型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

2030）》优先安排的 16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其核心科学目标是探索高能宇宙线

起源及相关宇宙演化、高能天体演化和新物理前沿的研究。建成后的大型高海拔宇宙线

观测站将成为有多国参与、很强国际竞争力、独具特色的高海拔宇宙线研究中心和综合

开放式国际科学研究平台，为天文学、宇宙学、粒子物理、空间环境等前沿科学及其交

叉科学研究提供天然的实验平台。 

（十）江门中微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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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子研究是国际粒子物理研究的热点，中微子的质量顺序是国际中微子研究的

核心问题。江门中微子实验将精确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混合参数，同时研究大气中微

子、太阳中微子、超新星中微子、地球中微子等物理目标。     

（十二）环形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   

2013年 9月，我国科学家提出在中国建造能量为 240GeV，周长为 50～100公里的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对希格斯粒子进行精确测量，深入研究电弱对称性

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引领国际粒子物理

实验研究的最前沿。CEPC 初步概念设计报告（Pre-CDR）确认了重要的物理研究目标，

确定了加速器、物理实验的设计，初步估算了造价，并着手进行关键技术、工程预研和

验证装置的相关科研工作。 

（十三）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Platform of Advanced Photon Source Technology 

R&D ，简称 PAPS）包括加速器技术创新研究分平台、X射线技术创新研究分平台，主要

进行先进光源关键技术的研发，形成从高质量 X射线的产生、传输、探测到应用的核心

技术创新整体，为加速器和 X 射线应用研发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提供充分的科研

基础，进而成为高新技术的研发基地和成果转化的输出基地。 

（十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EPS）设计亮度大于

10
22
phs/s/mm

2
/mrad

2
/0.1%BW，建成后的 HEPS装置将成为世界上发射度最低、亮度最高

的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并填补我国高能区同步辐射装置的空白，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

开展、工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基础前沿科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试验平台和基础条件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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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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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战略 

 

中长期规划是科学院 2018 年的重点工作，院条财局重大设施处于 2017 年 7 月组

建了设施战略研究工作专家组，启动了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究。2018 年 1 月，院

发展规划局也启动了中科院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其中包括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专

题研究。 

高能所战略规划是中科院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高能所持续稳步向

前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8 年 3 月，高能所专门召开了高能所战略规划研讨会，娄辛丑、宋黎明、秦庆、

董宇辉、王生、邢志忠、魏龙、李卫东分别对实验物理中心、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加速

器中心、多学科研究中心、东莞分部、理论物理室、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计算中心的

发展规划作了专题报告。与会代表对各部门的发展方向、研究布局和面临的主要挑战进

行了细致的讨论，其中，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是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 

关于学科前沿部署与规划，与会人员首先研讨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II 未来发展

方案，苑长征、曹建社、董宇辉分别从北京谱仪 III 实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II 加速

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三个方面作了报告。秦庆、王生、曹俊、娄辛丑、张闯、卢方军、

杨长根分别针对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南方光源、中微子实验、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Gamma-Gamma 对撞、粒子天体空间项目及阿里项目、粒子天体深地实验项目的发展规

划作了专题报告。与会代表对上述报告均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II

未来发展方案、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规划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研讨。 

高能所各研究中心的规划务实、任务饱满，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攻关核心任务，

提高科学产出是切实可行的目标。高能所相关职能部门将配合各研究中心吸引人才，努

力改善职工待遇。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融入更多创新性，更多从事原始创新性工作。 

 

 

（撰稿人：冯旻子  审稿人：于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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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 

 

2018 年度，科研计划处共制定并颁布了 3 项科研管理规定，分别是： 

1、高发科字〔2018〕193 号《高能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调整管理办法》 

2、高发科字〔2018〕85 号《高能所科技成果奖励实施细则》 

3、高发科字〔2018〕20 号《高能所科研项目（课题）燃料动力费管理办法》 

科研任务完成方面，“慧眼”卫星顺利完成在轨交付并正式投入使用，CSNS 顺利

通过国家验收并开放运行，BEPCII、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羊八井 ASγ实验项目继续运

行取数，JUNO、LHAASO 等大科学工程建设按计划进行。 

此外，新增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2 项、财政部修购专项 3 项、基金项目/课题

86 项。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批准号/

项目编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

型 

科技

部重

点研

发计

划项

目 

1 
2018YFA04039

00 
陈国明 CMS 实验 Run-2 数据的物理研究 牵头项目 

2 
2018YFA04039

01 
陈明水 CMS 实验希格斯性质研究和新粒子寻找 牵头课题 

3 
2018YFA04040

03 
庄胥爱 超对称 SUSY 粒子寻找 牵头课题 

4 
2018YFA04041

00 
曹俊 高精度反应堆中微子与天体中微子物理研究 牵头项目 

5 
2018YFA04041

01 
温良剑 中微子振荡研究 牵头课题 

6 
2018YFA04042

00 
胡红波 

基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HAASO 的科学研

究 
牵头项目 

7 
2018YFA04042

01 
陈松战 LHAASO 数据的标定、模拟与重建 牵头课题 

8 
2018YFA04042

02 
张毅 LHAASO 数据的物理分析 牵头课题 

9 
2018YFA04043

00 

Joao 

Guimara

es da 

Costa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关键技术研发和验证 牵头项目 

10 
2018YFA04043

01 
池云龙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加速器关键技术验证 牵头课题 

11 
2018YFA04043

02 

Joao 

Guimara

es da 

Costa 

硅径迹探测器关键技术验证 牵头课题 

12 
2018YFF01091

04 
袁清习 

微焦 X 射线菲涅耳透镜在同步辐射及软  X 

射线显微成像的应用示范 
牵头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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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部修

购专

项 

1 

条财字

〔2017〕44 号 

刘宇 放射性分子成像平台（区域中心） 购置类 

2 李卫东 粒子物理前沿研究高性能计算平台 购置类 

3 徐殿斗 
同位素特征指纹库的构建及其在核应急中溯源

应用研究平台 
购置类 

基金

项目/

课题 

 

1 11803038 张颖 
基于羊八井 ASγ 实验研究宇宙线能谱“尖锐膝”

结构的成因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 11803039 刘雅清 
基于快响应晶体和硅光电倍增管(SiPM)读出的

硬 X 射线及 γ 射线位置灵敏探测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3 11805208 赵光 北京谱仪 III 上的 Zcs 的寻找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4 11805209 侯超 TeV 大尺度扩展源的多波段分析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5 11805210 况鹏 
研究用于正电子湮没角关联测量的条形阵列探

测器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6 11805211 何春勇 
原位小角中子散射方法研究新型过渡金属碳化

物纳米结构在石墨烯表面的生长机理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7 11805212 易晗 
12C(n,p)12B 反应双微分截面测量实验方法研

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8 11805213 庄凯 基于三维径迹识别的快中子探测技术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9 11805214 陈怀灿 Zr 基非晶合金中的 He 行为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0 11805215 姜小盼 
精确定位射线与 CZT 探测器作用位置关键技

术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1 11805216 米正辉 高 Q 超导腔磁通排出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2 11805217 许海生 
（准）衍射极限环光源增强器中的束流集体不

稳定性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3 11805218 陈裕凯 
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的 SPPC 储存环动力学孔

径的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4 11805219 马新朋 LQR 控制器在超导腔低电平系统中应用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5 11805220 王安鑫 石墨烯箔带截面测量探头研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6 11805221 杜垚垚 
数字导频技术在加速器束流测量中的应用与研

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7 11805222 于令达 
基于快速 CMOS 图像传感器的新型束流损失

探测器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8 11805223 林韬 JUNO 实验交互式物理分析软件的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9 11805224 胡俊 
用于硅像素探测器读出电子学的高性能实时数

据处理系统方案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0 11805225 杜然 
HTC 集群与 HPC 集群负载融合的二阶作业调

度算法和资源管理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1 11805226 胡庆宝 
基于多维数据关联分析的高能物理计算平台智

能运维技术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2 11811530073 苑长征 BESIII 上 tau 轻子质量的高精确测量 
国际(地

区)合作

与交流项

目 
23 11811530288 庄胥爱 ATLAS 实验中 stau 粒子的直接寻找 

国际(地

区)合作

与交流项

目 
24 11820101005 温良剑 

用于双贝塔衰变实验的新型三维电荷读出探测

器研制 

国际(地

区)合作

与交流项

目 
25 11822507 陈明水 大型强子对撞机物理实验研究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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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项目/ 

课题 

 

26 11833008 王建民 活动星系核宽线区观测和理论研究 重点项目 

27 11835012 苑长征 BESIII 实验类粲偶素的寻找和研究 重点项目 

28 11835013 周顺 中微子质量起源及相关新物理的理论研究 重点项目 

29 11845001 郑文莉 第三届全国物理科普交流会 
应急管理

项目 

30 11845004 江晓山 第一届中国快电子学及探测器暑期学校 
应急管理

项目 

31 11847232 陈亦点 规范引力对偶在暗物质唯象学中的应用 
应急管理

项目 

32 11861131002 江晓山 
用于中微子测量和暗物质探测的江门反应堆中

微子电子学关键技术合作研究 

国 际 ( 地

区 ) 合 作

与交流项

目 
33 11873048 杜璞 发射线轮廓不对称活动星系核的宽线区研究 面上项目 

34 11875053 凌意 引力物理中量子效应的研究 面上项目 

35 11875054 李海波 利用 D/Ds 介子半轻衰变研究 a0(980)的性质 面上项目 

36 11875055 于润升 
针对高放射性材料微观缺陷研究的正电子湮没

寿命谱表征技术及应用 
面上项目 

37 11875056 李丽 
多种核分析技术综合研究建立越窑秘色瓷的科

学识别依据和年代产地特征 
面上项目 

38 11875057 梅雷 
准轮烷型预组织配体用于锕系离子的协同配位

及固相分离研究 
面上项目 

39 11875058 吴群燕 
亲水性镧锕分离配体的设计制备及其在高放废

液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面上项目 

40 11875059 杨福桂 
高精度高空间分辨长程光学反射镜面形检测技

术研究 
面上项目 

41 11875262 平荣刚 北京谱仪上 Zc 奇特态性质的分波分析 面上项目 

42 11875263 贾宇 有效场论在粒子物理唯象学的应用 面上项目 

43 11875264 郭义庆 
利用“多信使”观测数据研究银河系宇宙线空间

依赖的传播 
面上项目 

44 11875265 童欣 极化中子成像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45 11875266 马玲玲 
应用同步辐射技术研究城市土壤中核素种态及

其非生物转化机制 
面上项目 

46 11875267 张智勇 
同步辐射谱学技术研究纳米二氧化铈在土壤-

植物体系中的微界面过程及机制 
面上项目 

47 11875268 汪冰 
核分析技术研究稀土元素标记氧化石墨烯在小

鼠体内的分布、代谢和清除途径 
面上项目 

48 11875269 胡毅 
基于核分析方法研究铁氧化物颗粒在帕金森病

模型中的作用机制 
面上项目 

49 11875270 李晓 高功率磁合金加载腔关键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50 11875271 
欧 阳 华

甫 
强流脉冲负氢离子源高占空比的性能研究 面上项目 

51 11875272 朱应顺 
大型对撞机最终聚焦双孔径超导四极磁体关键

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52 11875273 唐彬 
基于硅光倍管阵列的高性能闪烁体中子探测器

研究 
面上项目 

53 11875274 董明义 
用于顶点探测器的低物质量、高空间分辨率硅

像素探测器模型的性能研究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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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1875275 陶军全 

CMS 实验中利用双光子事例寻找额外的小质

量希格斯等新共振态 
面上项目 

 
55 11875276 刘春秀 

板状闪烁体 Shashlik 型取样量能器刻度重建方

法及模拟的研究 
面上项目 

 
56 11875277 孙胜森 电磁量能器数据处理和分析关键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57 11875278 梁志均 

在 ATLAS 实验上通过矢量玻色子融合过程寻

找希格斯玻色子的底夸克对衰变 
面上项目 

 
58 11875279 曹国富 20 英寸光电倍增管光学响应模型研究 面上项目 

 
59 11875280 刘金昌 低氡环境超纯水中脱气膜除氡与测试系统研究 面上项目 

 
60 11875281 鲍煜 基于摩擦冷却方法的新型缪子慢化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61 11875282 王志民 

利用液闪探测器模型对新型 MCP-PMT 和高精

度探测器标定及重建的研究 
面上项目 

 
62 11875283 黄秋兰 面向高能物理实验的云联盟关键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基金

项目/

课题 

63 11881240038 赵强 参加第十届希望会议 
国 际 ( 地

区 ) 合 作

与交流项

目 
64 21806167 于吉攀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构筑及其在高放废液锕系

离子吸附中的应用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65 21874136 刘蕾 
纳米孔单分子技术应用于端粒酶活性检测的研

究 
面上项目 

66 21876174 王聪芝 
新型邻菲罗啉修饰杯芳烃席夫碱萃取剂分离锕

系离子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面上项目 

67 51822207 谷战军 纳米生物材料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项目 
68 U1831208 姚志国 

利用 LHAASO 实验数据开展甚高能伽马射线

耀变现象的观测与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69 U1832111 唐彬 
大空间覆盖高集成度闪烁体中子探测器关键性

能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70 U1832117 庄建 
大规模中子探测器的分布式触发与读出的关键

技术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71 U1832119 周健荣 
微米级高分辨中子成像探测器物理与关键技术

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72 U1832132 刘瑜冬 
高能环形对撞机真空部件材料的二次电子发射

特性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73 U1832158 刘双全 
中国散裂中子源装置辐射实时监测及增强现实

可视化关键技术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74 U1832163 陈卫东 
面向散裂中子源加速器升级的射频负氢离子源

关键技术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75 U1832204 袁野 BESIII 实验离线软件发展与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76 U1832212 徐殿斗 
应用同步辐射技术研究雾霾中颗粒物诱发过敏

的机制 

联合基金

项目 

77 U1838101 郑世界 
基于慧眼卫星的脉冲星导航算法研究与在轨验

证 

联合基金

项目 

78 U1838104 李正伟 MeV 脉冲星搜索以及辐射机制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79 U1838105 李小波 慧眼卫星在轨标定及联合标定的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80 U1838110 李刚 
慧眼 HXMT 伽马射线暴与引力波电磁对应体

证认方法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81 U1838111 马想 HXMT 对 X 射线双星时变性质的观测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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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项目/

课题 

82 U1838113 李承奎 宇宙高能辐射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83 U1838115 陶炼 
使用慧眼-HXMT 的观测限制致密天体的一些

基本参数 

联合基金

项目 

84 U1838201 张澍 
基于慧眼-HXMT 高统计观测的 X 射线双星系

统高能辐射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85 U1838202 廖进元 慧眼-HXMT 银道面 X 射线扫描巡天 
联合基金

项目 

86 U1865208 杨长根 
10μBq/m3 量级氡浓度测量及低温活性炭除氡

设备研制 

联合基金

项目 

 

 

 

  

   （撰稿人：冯旻子、鄢芬  审稿人：于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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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技成果 

 

 “纳米材料蛋白冠的化学生物学特性及其机制”项目荣获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陈春英、刘颖、谷战军、吴晓春、赵宇亮 

完成单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化学生物学与分析化学的交叉研究领域。 

纳米材料或纳米药物无论通过何种途径进入体内都会被转运到血液系统，由于巨

大的比表面积，纳米材料的表面会大量吸附血液中的蛋白分子，形成“纳米蛋白冠”，

这是目前已知的十分重要的共性现象。纳米材料表面发生的这类“生物转化”，直接影

响到其化学生物学性质、药理学、毒理学过程及其药物靶向、药物输运等生物医学功能。

Science 和 Nature 子刊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本项目在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围绕典型材料“纳米蛋白冠”的形成机制、结构性质、化学生物

学行为等关键瓶颈问题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的重要科学发现包括： 

（1） 开拓并发展了纳米尺度物质与蛋白分子相互作用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碳纳米

材料与金属纳米材料“纳米蛋白冠”的形成机制：将高分辨和高灵敏的同步辐射技术与

分子动力学模拟结合，建立了纳米材料与蛋白质作用过程的研究方法，为“纳米蛋白冠”

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建立了单细胞内“纳米蛋白冠”化学形态结构原位

表征、多元素同时成像及其细胞内转运定位的原位检测方法；揭示了决定“纳米蛋白冠”

形成的关键参数；拓展了生命分析化学和纳米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手段与方法。该项研

究被国际同行评价为“卓越的研究范例 (an excellent example)”，并被选入 2016 版分析

化学大百科全书。 

（2） 揭示了“ 纳米蛋白冠” 影响纳米材料生物学特性的重要规律：发现了“纳

米蛋白冠”共同参与细胞内转运和降解的化学生物学过程及其解毒效应，纠正了文献的

有误观点；提出利用内源性白蛋白修饰纳米材料的思路，精确调控纳米材料的化学与生

物学特性并实现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杀伤功能。研究成果为药物靶向输运与代谢过程

的可控设计提供了重要基础，被国际同行评价为“令人振奋的里程碑  (exciting 

milestone)”。 

（3） 建立了降低血液蛋白对纳米材料的调理作用的方法，据此提出了增强其诊疗

一体化功能的新策略：通过调控纳米材料的结构、组成和表面性质，成功降低了纳米材

料表面对血液蛋白的吸附，显著增加了载药纳米材料在肿瘤组织的穿透能力，提高了肿

瘤诊疗一体化方法的可视化效果。为发展肿瘤的可视化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被国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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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价为“开创性 (pioneer) 的工作”。 

（4）创制和发布了经国家标准委批准和授权的不同形貌、不同表面化学的金纳米

材料国家标准物质/标准样品 14 项、金纳米棒基本物理化学性质表征方法的国家标准 7

项，为其工业和医学应用奠定了国际先进的科学和物质基础。 

 

 

 “超导质子加速器 2K超流氦大型低温恒温器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项目荣获 2018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葛锐、韩瑞雄、李少鹏、彭全岭、孙良瑞、桑民敬、边琳、张卓、叶

瑞、张洁浩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项目简介： 

该项目是中科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中

重要攻关环节之一，经过多年努力，成功研制了国际上首台带束流稳定运行的 Spoke 型

超导腔大型 2K 超流氦低温恒温器，其设计难度、技术和工艺要求均具有相当大的挑战。

创造性的“底部支撑”结构框架，精密准直测量调节机构，多规格的低漏热、高强度低

温绝热支撑结构，多温区集成的低温流体传输与真空隔断方案等多项技术和工艺均得

到充分的验证。同时，相关技术和工艺研究成果也成功的批量应用在国际顶尖实验室大

科学装置当中，如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European-XFEL）、美国相干光源 II

期（LCLS-II）等，对于中欧、中美相关领域的合作研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撰稿人：冯旻子  审稿人：于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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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在战略高科技领域“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的指引下，高能所人力资源处建立

了“千人计划”、“百人计划”、“万人计划”、“特聘青年研究员”方式的激励机制，通过

规范化和人性化管理，为所里培养了一支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队伍，促进全所职工

的共同发展。 

截至 2018 年底，在编职工共有 1380 人，专业技术人员 1221 人，占比 88.5%，其

中正高级 207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17.0%，副高级 584 人，占比 47.8%，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学历 1051 人，占比 76.2%，35 岁及以下工作人员 571 人占比 41.4%。 

高能所有院士 9 人，“万人计划”5 人，“千人计划”13 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领

军人才”4 人，人力与社会保障部“百千万领军人才”8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16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53 人，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54 人，其中入选优秀会员 3 人，在站博士后 101 人，

其中外籍博士后 23 人，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人才队

伍。 

一、跟进科学家工作室人才政策的落地 

2 月 28 日，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调研国家“万人计划”杰出

人才王贻芳团队科学家工作室的建设情况之际，重点围绕科学家工作室建设所需政策

支持、建设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及政策建议、青年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以此为契机，高能所与中科院人事局反复沟通，最终落实了岗位设置、人才

引进、配套支持等各环节的相关政策与流程。 

二、借助属地化地域优势推动异地人才建设 

积极利用地方行政平台、广东省及东莞市海外人才站、学术会议平台进行人才需求

宣传，同时鼓励并帮助现有人才申请广东省和东莞市各类人才项目。 

2018 年度，7 人入选 “东莞市特色人才”；5 人成功申请到东莞市成长型企业人才

扶持资助；连续 3 年参与教育部“蓝火计划”博士生工作团培养活动，荣居东莞市最大

协作单位；积极参与申报广东省创新创业领军团队及东莞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全

面推动东莞分部参与省市各类引进人才项目申报工作，“硼中子俘获（BNCT）治疗肿

瘤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团队”成功入选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引进创新创业团队。 

 

 

                                    （撰稿人：王月英  审稿人：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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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对外合作 

 

在《高能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的指导下，高能所积极开展成果转化相关工作，

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积极寻找地方资源，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 

在应用加速器方面，分别完成了高能所和东莞中子科学中心无形资产评估和备案

工作，合资企业东莞东阳光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硼中子俘获（BNCT）

治疗肿瘤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团队”项目申报“珠江人才计划”并获批；在核医学成像设

备方面，高能所以乳腺诊断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系统项目（乳腺 PET）入股杭州高能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后续商业化运作由公司专业团队完成；在精密检测设备方面，CT 多

场耦合岩石力学试验系统（基金委重大仪器研制专项）所有指标均达到任务书要求，顺

利通过基金委组织的项目验收。X 射线三维分层成像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仪器专

项））项目进展顺利，通过科技部年度考评。本项目被评为 2017 年中关村十大优秀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并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天使汇大屏上展示一个月；在核安全检查方面，为

推进核安全监测成果转化，高能所完成放射性核素成像技术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北京高

能新技术有限公司。 

在院地合作方面，高能所继续加强异地建设项目的院地合作工作。“北京高能锐新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工厂）与“中科高能科技有限公司”（惠州企业）合资成立中科

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东莞高能前沿技术应用产业创新中心目前已孵化、培育项目 10

余项，为所内项目在粤港澳转化提供孵化平台。高能所积极参与广东省院地合作，与华

为、比亚迪、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东莞东华医院、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等企事业

单位开展合作。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科技成果广东对接会上，高能所发布 CL，PET

成像技术及高性能硅基探测器等多项技术。此外，高能所积极参与四川省院地合作，在

四川省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发布核医学成像系列技术、辐照应用技术等多

项科技成果，为促进院所科技成果与产业经济对接、支撑四川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助

力。同时，高能所顺应地方政策导向，挖掘现有沉睡专利技术，积极推向市场。与四川

康盛能源公司签订辐照医废处理技术框架协议。 

高能所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的平台作用，加强与地方经济的合作。丹东奥龙院士工

作站合作协议完成续签工作。2018 年获得中国科协“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立景德

镇市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院士工作站，此院士工作站是开展陶瓷溯源检测技术研

发及应用的重要平台。 

 

（撰稿人：孟笑笑  审稿人：王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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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一、圆满完成高能所第二次国际评估工作 

历时一年，全所各研究部门、管理部门积极配合，完成了第二次国际评估的工作规

划、自评估、评估方案等各项事务的组织部署工作，顺利通过了由 18 位国际一流专家

对研究所整体、全部 8 个研究部门、“一五七”战略规划涉及的粒子物理与天体物理、

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先进射线技术与多学科应用等学科的 10 个重点研究领域，以及研

究所和研究部门的使命与发展规划、研究领域、科学目标、科研水平、团队建设、资源

配置、国际地位等各项评估。 

二、稳步推进并提升与欧洲核子中心的合作层级 

2018 年度，中国-CERN 粒子物理合作会议吸引了中科大、北大、南大、华中师大、

中科院理论所等各单位与会，CERN 总主任 Fabiola Gianotti 一行四人与中科院副院长

张涛、科技部副部长张建国、基金委主任李静海在高能所进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尽早建

立稳定合作，就双边定期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中国机构联盟章程，正式合作协

议正在审议签署阶段。 

三、择机推动与港澳台地区的科技合作 

2018 年度，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高能所与香港城市大学）新增成为中

科院与香港地区联合实验室之一，打造科技平台与长效机制，推动高能所国际化科学中

心的建设。 

四、发挥国际合作指导委员会作用并提升国际合作水平 

2018 年年底，我所组织召开了国际合作指导委员会会议，研究推进国际化战略、

制定国际合作计划，为提升国际合作水平作出努力。 

另外，协调组织管理，推动国际合作项目的申报工作，成功组织申报了多个科技部

政府间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和中科院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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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签定的国际合作协议 

 

序

号 
协议中文名称 协议英文名称 中方单位 外方单位 

1 

欧洲核子中心与高能所高

亮度大型强子对撞机合作

备忘录的附录 

Addendum to the MoU 

for collaboration in the 

High Luminosity LHC 

Project at CERN between 

CERN and IHEP 

高能所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2 
高能所与欧洲核子中心保

密协议 

NON-CLOSURE 

AGREEMENT 
高能所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3 

高能所与日本质子加速器

研究中心关于散裂中子源

开发领域实施合作计划修

正案 No.2 

Amendment No.2 to 

Arrang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operative Program in 

the Field of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Development between 

IHEP and J-PARC Center 

高能所 
日本质子加速器研

究中心 

4 
高能所与俄罗斯科学院核

研能究所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IHEP and The Institute for 

Nuclear Research,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高能所 
俄罗斯科学院核研

能究所 

5 

高能所与意大利国家核物

理研究院关于都灵理工大

学电子学研究生院 IHEP-

INFN 电子学设备联合项目

协议 

Agreement between 

IHEP-INFN on IHEP-

INFN Electronic Devices 

Joint Projects within the 

Doctoral School in 

Electronics of Politecnico 

di Torino 

高能所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

研究院 INFN 

6 

高能所与欧洲 X 射线自由

电子激光公司合作协议（续

签） 

Prolongation of the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IHEP- XFEL.EU 
高能所 

(EXFEL) 欧洲 X 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公

司 

7 

高能所与德国罗斯托克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电气工程

学院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IHEP and The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Rostock 

高能所 

德国罗斯托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电气

工程学院 

8 

欧洲核子中心与高能所高

亮度大型强子对撞机合作

备忘录的附录 

Addendum to the MoU 

for collaboration in the 

High Luminosity LHC 

Project at CERN between 

CERN and IHEP 

高能所 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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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举办的国际会议 

序

号 
会议英文名称 会议中文名称 

会

议

规

模 

外

宾

人

数 

外宾 

国家

地区

数 

举办起始 

时间 

举办终止 

时间 

举办

地点 

1 
The 2nd Workshop on 

Cyber Security for HEP 

第二届高能物理网络

安全研讨会 
48 5 2 2018-12-5 2018-12-7 北京 

2 

CAS-ESA collaboration 

workshop  

on EP-FXT,  2018 

2018 年与 SAC、

ESA 的 EP-FXT 合作

项目国际合作交流会 

60 4 3 2018-11-23 2018-11-25 北京 

3 

Astroparticle Physics 

International Forum 

(APIF) 15 Meeting 

粒子天体物理国际论

坛第 15 次会议 
17 13 7 2018-5-13 2018-5-16 成都 

4 

Analysis workshop of the 

Daya Bay neutrino  

experiment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物

理分析国际研讨会 
49 10 3 2018-4-19 2018-4-21 北京 

5 

Collaboration meeting of 

the Daya Bay neutrino 

experiment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

际合作组会议 
65 14 4 2018-10-18 2018-10-20 北京 

6 
The 6th HE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空间高能宇宙辐射探

测设施第六次国际研

讨会 

70 20 3 2018-3-26 2018-3-27 北京 

7 

The 3rd PANDA 

Symposium on Time 

Domain Astronomy and 

first results from Insight-

HXMT 

第三届亚太合作天体

物理国际研讨会 
131 23 7 2018-6-18 2018-6-22 成都 

8 

The 8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ryogenics 

Operations（Cryo-Ops 

2018） 

第八届国际低温运行

会 
105 37 12 2018-6-4 2018-6-7 北京 

9 

Review of Conceptual 

Design Report of the 

Circular Electron and 

Positron Colliders 

正负电子环形对撞机

概念设计报告国际评

审会 

41 11 6 2018-6-28 2018-6-30 北京 

10 
29th International Linear 

Accelerator Conference 

第二十九届国际直线

加速器会议 
391 

26

7 
21 2018-9-16 2018-9-21 北京 

11 

Third Asian School on 

Superconductivity and 

Cryogenics for 

Accelerators 

(ASSCA2018) 

第三届亚洲加速器超

导低温学校 
85 21 5 2018-12-10 2018-12-16 北京 

12 

Astroparticle Physics 

International Forum 

(APIF) 15 Meeting 

粒子天体物理国际论

坛第 15 次会议 
17 13 7 2018-5-13 2018-5-16 成都 

13 

2018 Molecular Imaging 

Instumentation 

Conference 

2018 年分子影像技

术研讨会 
60 15 2 2018-4-16 2018-4-17 

东莞

和香

港 

14 

1st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Adervisory 

Committee for HEPS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国

际顾问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 

132 16 10 2018-12-11 2018-12-14 北京 

15 

Workshop on Ultrafast X-

ray Studies on  

Dynamic Irreversible 

Processes 

快速非可逆过程超快

X 射线研究国际研讨

会 

30 7 6 2018-4-26 2018-4-2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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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nelastic X-ray scattering 

2018: instru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s 

2018X 射线非弹性散

射国际研讨会 
30 3 3 2018-5-10 2018-5-11 北京 

17 

Review meeting of 

Imaging Beamlines at 

HEPS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成

像类线站初步设计报

告国际评审会 

31 3 3 2018-8-27 2018-8-28 北京 

18 

Review meeting of 

MX&SAXS Beamlines at 

HEPS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生

物大分子线站和粉光

小角散射线站初步设

计报告国际评审会 

22 4 4 2018-8-29 2018-8-30 北京 

19 

Review meeting of 

Nano&Coherence 

Beamlines at HEPS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纳

米相干类线站初步设

计报告国际评审会 

32 6 5 2018-8-30 2018-8-31 北京 

20 
2nd Workshop on Heavy 

Quark Physics 

第二届重味物理国际

会议 
70 10 4 2018-4-23 2018-4-25 北京 

21 
the 11th JUNO 

collaboration meeting 

第十一届 JUNO 国

际合作组会 
233 88 9 2018-1-22 2018-1-26 南京 

22 
Joint BESIII-LHCb 

workshop in 2018 

北京谱仪实验及大型

强子对撞机底夸克实

验联合研讨会 

72 22 7 2018-2-8 2018-2-9 北京 

23 
Workshop in Spring of 

2018 

北京谱仪 III2018 年

春季物理软件会议 
154 43 5 2018-3-15 2018-3-18 北京 

24 
the 26th Daya Bay 

Collaboration meeting 

第 26 届大亚湾国际

合作组会 
72 37 5 2018-3-17 2018-3-20 北京 

25 

A mini-workshop on High 

Energy Physics and 

Related Topics 

高能物理及其相关议

题小型研讨会 
42 4 3 2018-6-16 2018-6-17 北京 

26 

nEXO/EXO-200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meeting 

富集氙实验合作组夏

季会议 
50 40 5 2018-6-19 2018-6-23 北京 

27 
BESIII Collaboration 

meeting in Summer 

北京谱仪 III 夏季合

作组会议 
113 51 6 2018-6-27 2018-7-1 北京 

28 PWA10/ATHOS5 
分波分析和强子谱学

工具国际研讨会 
80 30 7 2018-7-16 2018-7-20 北京 

29 
the 12th JUNO 

collaboration meeting 

第 12 届江门中微子

实验国际合作组会 
189 83 10 2018-7-21 2018-7-27 北京 

30 FEDSS'2018 
首届快电子学与探测

器暑期学校 
162 12 5 2018-8-15 2018-8-24 北京 

31 
The 2019 Weihai High-

Energy Physics School 

2018 年威海暑期学

校强子物理学校 
78 8 4 2018-8-16 2018-8-24 北京 

32 
Workshop in Autum of 

2018 

北京谱仪 III 秋季物

理软件会议 
115 55 5 2018-9-10 2018-8-13 北京 

33 
JUNO Liquid Scintillation 

workshop 
JUNO 液闪研讨会 21 10 4 2018-9-17 2018-9-19 北京 

34 

The 2018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High 

Energy 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 

2018 年高能环形正

负电子对撞机国际研

讨会 

297 68 8 2018-11-12 2018-11-15 北京 

35 
The Fourth CEPC IAC 

meeting 

第 4 届高能环形正负

电子对撞机国际委员

会年会 

44 14 5 2018-11-14 2018-11-16 北京 

36 
BESIII Collaboration 

meeting in Winter 

北京谱仪 III 冬季合

作组会议 
191 38 8 2018-11-26 2018-11-30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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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技合作中的派出与请进年度概况 

 

2018 年度，高能所的国际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成果丰硕。 

全年共派出 1300 余人次参加各类高能物理学术会议或参与国际合作，足迹遍布瑞

士、日本、美国、德国、韩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等 20 余个国家或地区；全年

共请进高层次科研技术专家 700 余人次，他们中既有高能物理领域的顶级专家，也有

一线的中青年科学家，他们或为高能所科研技术人员带来了国际高能物理领域的最新

科研成果信息，或参加高能所的 CEPC、BESIII、大亚湾和江门的中微子实验等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或亲身参与具体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 

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既为高能所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基础平台，也为高能所实现建成国际领先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和大型综合性科学研

究基地发挥了良好的牵引作用。 

 

 

（撰稿人：冯旻子、潘倩  审稿人：于润升、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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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or CDR 

International Review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

撞机物理和探测器概

念设计报告国际评审

会议 

12 11 10 2018-9-13 2018-9-15 北京 

38 

The 2nd workshop on 

applications of high 

energy 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

（CEPC） synchrotron 

radiation source 

第二届环形高能电子

对撞机同步辐射光源

应用研讨会 

35 3 3 2018-12-4 2018-12-5 北京 

39 
eXTP Consortium 

Xiamen Meeting 

eXTP 国际合作组厦

门会议 
112 20 8 2018-5-16 2018-5-18 厦门 

40 

The 10th China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International Review 

Meeting 

中国散裂中子源国际

顾问委员会第十次评

审会 

100 9 6 2018-11-12 2018-11-14 东莞 

41 

International Review on 

the Conceptual Design of 

EMuS 

缪子源概念设计国际

评审会 
43 6 3 2018-11-20 2018-11-21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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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行政管理处在执行中科院有关基建管理制度的前提

下，参照高能所现行基建管理办法，负责或参与全所基建项目的管理和具体实施工作。

2018 年度，高能所各大科学工程及园区内基本建设项目均取得不同程度进展，部分项

目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 

1、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项目总建筑规模约 12.5 万平方米，建安总投资约 11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主体环形

同步辐射光源实验建筑、综合动力站、技术安全楼及各建筑之间的交通及工艺连廊等室

外工程。 

2018 年完成控规、用地等前期建设手续，完成专项设计方案的专家评审、勘察设

计招标工作及施工监理单位的资格预审工作。预计 2019 年 6 月底开工。 

2、中国散裂中子源 

项目建筑工程包含 14 栋建筑单体，总建筑规模 70236.57 平方米。项目于 2012 年

5 月开工建设，至 2017 年 9 月 14 栋单体陆续交付使用。2018 年 5 月，通过院财务、

建安和档案专业组验收，并完成竣工结算和决算审计，于 2018 年 8 月通过国家验收。 

3、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 

项目总建筑规模 21295 平方米，建安总投资约 1.46 亿元。建设内容主要包含 6 栋

建筑单体。项目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开工建设，2018 年主要完成五栋单体的主体结构

施工。预计 2019 年 8 月完成竣工验收。 

4、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项目位于四川稻城海拔 4410 米的海子山，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水契伦科夫探测器外

壳、缪子探测器外壳、装配大厅及测控基地等。2018 年观测站主体工程 1#-、3#水池完

成大部分工作内容，部分移交工艺探测器安装。附属建筑工程也陆续完工，交付工艺安

装。预计 2021 年竣工。 

5、JUNO 实验站配套基建工程 

项目总建筑面积 13498 平方米，其中地下实验室洞室群 5521 平方米，附属建筑物

7977 平方米，总投资 43332 万元。2018 年完成全部斜井、竖井、支洞及部分排水廊道

等的开挖工程。2018 年 1 月 30 日，斜井、竖井贯通；2018 年 10 月 16 日，3#廊道贯

通；地面附属建筑于 2018 年底投入使用。 

6、高能多学科研究试验平台 

项目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通过五方竣工质量验收。2018 年 11 月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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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投入使用。同年完成工程结算及决算审计并通过院条财局最终验收。实际完成建筑面

积 29932.1 平方米，完成投资 15119.24 万元，形成工程档案 416 卷。 

7、七号实验厅及同位素实验厅内部装修改造项目 

总建筑规模 2534 平方米，总投资 52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555.98 万元。2018 年 6

月正式开工，2018 年 12 月 29 日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并交付使用。 

8、玉泉路园区研究生宿舍（三公寓）修缮 

项目总建筑规模约 1.7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3743 万元。2018 年完成修缮方案的编

制及上报，9 月通过评审并取得立项批复。完成造价咨询及招标代理的采购工作。预计

2018 年 8 月开工。 

9、玉泉路园区研究生教育设施及教育设施配套服务平台项目 

项目总建筑规模约 16000 平方米，总投资约 8332 万元。2018 年完成项目立项申

请、方案深化、建议书评审等工作。2018 年 11 月份，根据院条财局会议通知，项目暂

停。 

10、园区道路改造及新建围墙工程 

总建筑规模 21000 平方米，总投资 1125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1228.37 万元。2018

年 4 月正式开工，2018 年 12 月 3 日完成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 

11、多学科大楼周边绿化工程 

该项目主要是就多学科大楼周边进行绿化，景观布置等，施工总面积 4961.25 平方

米，总投资 197.53 万元。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开工，10 月 10 日完成竣工验收，并于

2019 年 2 月通过院条财局最终验收。 

12、3H 工程周转房装修 

玉泉路园区周转房装修改造工程装修周转房 60 套，面积为 3135.76 平方米。项目

经费总投资 420 万元。第一批 36 套 1923.67 平方米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开工，12 月 25

日完工；第二批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开工，预计 6 月底全部完工。 

13、高能所园区屋面防水修缮工程 

该项目主要对玉泉路园区3号~5号实验厅以及对撞区域内部分屋面防水进行修缮，

修缮面积共计 11830.9 平方米，总投资 202.26 万元。该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开工，

2018 年 10 月 8 日完成竣工验收。 

 

 

（撰稿人：李瑾  审稿人：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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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工作与创新文化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开局之年，中央、

院党组、分院党组对研究所的党建工作做出了系列部署。2018 年也是我国经济和科技

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国家和社会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新挑战，高能所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积极探索党建促进创新的思路和方式方法，发挥党委及各层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激发党组织活力，围绕发展大局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 

一、履职情况 

（一） 聚焦主业，凸显研究所党建工作特色 

1.健全民主集中制，落实“三重一大”制度 

党委会议是党内“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痕迹管理的重要载体，是检验党委政治生态

的重要窗口。2018 年所党委加强了讨论“三重一大”问题的力度。 

2018 年全年召开 12 次党委会，讨论“三重一大”问题 11 项，在研究所的未来发

展，重要项目招投标，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党委“把方向 定大局”的作用。 

针对职工群众关心的医药费问题、加围墙问题等，所党委多次召开会议专题讨论，

在利益相关群众和所行政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两项问题都有了令

人满意的成果。 

2017 年底-2018 年初，先后 4 次召开专题党委会讨论医药费改革问题。2018 年底，

召开 1 次党委会专题讨论医药改革问题。在 2018 年度召开的第五次中心组学习会上，

结合所学内容对医药费改革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2.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继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好职能处室领导的选拔任用等工作，切实抓好干部梯队建

设。继续做好中层干部培训工作。 

2017-2018 年度，选聘 17 人，轮岗 3 人，程序中 1 人；2014-2016 年度，选聘 13

人；2018 年度，组织完成对 17 位中层干部任用期满考核工作；落实党管人才原则，抓

好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各类人才计划的组织实施。 

完善了中层干部选聘的程序，增强规范性。连发 5 个文件，制定流程图，明确 14

道程序及明细要求；注重程序记录，完成中层干部选拔聘用流程记录表（18 项内容）

以及选拔聘用工作纪实表：干部基本信息、资格把关情况、提名、酝酿、考察、讨论决

定、任职情况、重要情况纪实和说明。 

强化干部梯队建设、干部年轻化趋势明显。近两年选聘中层平均年龄 42 岁，目前

管理部门（含所助）中层平均年龄 46.5 岁，2014 年为 48.6 岁；30-40 岁、41-50 两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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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段所占比例由 44.23%提高到 51.61%；50 岁以上中层干部所占比例由 55.77%降至

48.39%。 

3.发挥党委委员作用，增强履职实效 

坚持党委委员联系基层党支部工作制度，党委委员对所联系的支部（总支）组织发

展工作负有责任，对所联系的支部落实“三会一课”情况要进行指导督查，要带头讲党

课。党委委员很好地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4.提升基层党支部活力，探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途径 

出台《中科院高能所党的建设工作规则》，明确党委、支部工作规范；加强党支部

书记队伍建设，推荐符合条件的支部书记担任行政副职；通过“党课上门”、“培训上门”

提高基层理论和知识水平；积极挖掘和总结基层党支部（总支）发挥作用的有效经验。

以“双融双聚”主题实践活动为抓手，提高基层党支部促进创新的活力。 

（二）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所党委通过以下工作，切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强化政治引领。 

1.落实中心组学习制度 

确立了中心组学习主讲人制度，本年度共召开 6 次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坚持结合

研究所的实际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深入研讨。 

2.党委书记讲党课 

深入宣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科技创新重要讲话精神，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

及全国两会精神。 

3.举办专题报告会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沈传亮作十九大精神报告；邀请中科院地理资源所所长助理、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受邀作主题为“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科学认识

‘一带一路’倡议”的报告；邀请杨虎城将军嫡孙杨翰作《杨虎城与西安事变》报告。 

4.举办特色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效果 

组织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十九大精神专题知识竞赛；组织《习近平

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分享活动；组织参观《真理的力量——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展览》、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各党支部将理论学习融入“三会一课”日常工作中

去，通过知识问答、党课分享、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理论学

习活动。 

2018 年 4 月，党委书记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文章《观大势、谋全局，展现落实十九

大精神新作为》，介绍了我所党委在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所取得的成果。 

（三）落实上级部署重点任务，重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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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典型选树，落实“一所一人一事” 

挖掘科技创新背后的先进事迹，探索总结党建促进科研的经验，包括：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系统 ADS 先导专项，中国散裂中子源工

程建设，“慧眼”卫星发射，乳腺 PET 研发。 

选树先进典型，以榜样的力量引领和带动全所党员加强党性修养，促进他们积极投

身科技创新实践。 

2.开展“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 

通过征文比赛、视频拍摄、建立专题网站等活动展现我所老一辈科学家在对撞机建

设和运行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结合东莞散裂中子源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发布“讲爱

国奉献，当时代先锋”深度报道，《“东莞是我们第二个家”——记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

团队》在《中国科学报》发表。 

配合北京分院“率先行动故事汇”、“梦想助力腾飞 科院巾帼建功”微视频征集活

动，制作微视频 4 部。 

3.开展“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书”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党委委员组织专题会议，重温入党志愿；全所各支部（总支）先后组织召开了

主题党日和教育活动；开展“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心得体会线上评比活动，提升

活动效果。 

将落实党建工作任务与推动高能所科研实际相结合，实现双促进。将“一人一所一

事”与挖掘高能所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中的先进事迹相结合；将“讲爱国奉献 当时代先

锋”主题活动与传承高能所大科学工程建设中的精神传统相结合；将“不忘初心，重温

入党志愿书”主题党日活动与宣传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相结合。 

（四）抓好日常党建基础性工作，强化组织保障 

1.加强所领导班子建设 

按照中央和院党组部署认真组织所级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会上带头做批评与自

我批评，加强班子团结。 

2.加强党支部建设 

指导基层党组织按照组织程序按期换届，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2018 年共有 17 个

党支部（4 个总支）完成了换届；坚持工作研讨制度，每年召开党委纪委工作研讨会，

部署重点，并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将党建述职评议与党支部年度考核相结合，不断推

进考核结果运用。 

3.加强党员日常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 

注重科技骨干入党工作，完善了党委、党支部联系党外科技骨干制度，建立“一对

一”联系名单；完成 53 名长期出国不归党员停止党籍处置工作；规范党员发展流程，

本年共发展副研以上的科研骨干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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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抓好异地党建工作 

高能所党委指导东莞分部党总支继续开展好工作，同时结合 LHAASO 建设实际建

立了临时党支部； 

（五）落实两个责任，紧抓党风廉政建设 

1.以理论学习为先导，建设学习型组织 

2018 年 8 月，纪委书记魏龙在高能所中心组学习会上讲廉政党课；2018 年 10 月，

召开八届十六次纪委会，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 年 12 月，

学习《中国科学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负面清单（试行）》；2018 年 12 月，学习《关于深

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领导同志讲话精神；

2019 年 1 月，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2.聚焦主责主业，落实落细监督责任 

所纪委把监督作为首要职责，从日常监督着手，通过过程监督、专项监督、内审监

督等多种方式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督，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建立了纪监审监督

执纪台账，内容涉及人事、基建、科研经费关联交易，三公经费、会议费、采购等。 

按照中科院条财局、监审局的部署，完成了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高能所差

旅费管理的自查自纠工作。 

通过自查，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 1 笔，重复报销市内交通费 46 笔，相关人员退回

7014.80 元。围绕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廉政提醒，把节日期间的正风肃纪工作与日常监督

结合起来。 

3.以宣传教育为基础，营造廉洁氛围 

（1）研究所层面 

2018 年 9 月，所纪委举办廉政教育专题培训。会议还邀请中科院条财局潘成利处

长开展培训《正确对待审计，规范业务管理》。 

利用违纪违法案例开展警示教育。2018 年 10 月中科院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后，所纪

委邀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科院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孙中和作题为《严守纪律，勇于担

当，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的报告。 

（2）监审办 

开展送学上门活动。2018 年 10 月，制作《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辅导报

告下发各基层党组织，结合院所违纪违法案例到支部开展《条例》宣讲，开展警示教育。 

4.认真开展执纪审查工作，重视运用“四种形态” 

2018 年共处理 18 封信访件，除 3 件属于业务范围外，其余问题线索按反映问题六

大纪律分类，分别为：违反组织纪律 3 件，违反廉洁纪律 8 件，违反工作纪律 2 件，违

反生活纪律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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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纪委结合不同问题线索具体分析，分别按照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等方式依纪依规

进行处置。所纪委 2018 年为干部提任、评优评奖出具廉政鉴定意见 102 份。 

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开展廉政教育的同时向基层党组织党员做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的宣传教育，开展批评教育 2 人次，针对科研项目关联交易等方面出现的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相关人员，起到红脸出汗的效果，从保护科研人员的角度

出发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自 2014 年 8 月所纪委换届以来，共处理信访件 59 件，信访来源有自收 40 件、上

级转办 17 件、领导交办 2 件。其中，27 件属于业务范围外，集中反映职称评聘、个人

待遇、园区管理； 

32 件问题线索按反映问题六大纪律分类，分别为：违反组织纪律 7 件，违反廉洁

纪律 18 件，违反工作纪律 2 件，违反生活纪律 5 件。截止日前，信访件除 1 件正在核

查，3 件待上会讨论外，其余均已了结。 

5.深化内部审计工作，发挥监督效能 

2018 年，按照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完成了 7 个课题负责人的 80 个科研课题的内部

审计工作、技经处与原财务处处长的经济责任审计，完成了零星基建项目结算审核 8 项，

并配合国家审计署等单位完成 6 次的审计监督检查工作。 

针对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我所完成了《预算执行及决算编制草案审

计的整改报告》《预算执行及决算编制草案审计的跟踪报告》等内容。 

（六）多措并举，大力推动创新文化建设 

1.不断拓展宣传平台，综合运用社会媒体、院所网站等渠道，扩大宣传效果 

2018 年我所主站年度总页面浏览量 2000 多万次；博展馆已面对全社会人员开放，

年度接待来访参观人员千余次。不断丰富所宣传栏的宣传内容，本年度共更新宣传栏 10

期。 

2.加强媒体宣传力度，扩大我所党建工作影响力和知名度 

成绩： 2018 年度，我所党宣工作在全院排名 29（较 2017 年名次全院排名 59 提

高一倍）；2018 年度北京分院第 2 名。 

3.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继续举办高能所职工文化广场；继续办好“创新论坛”（2018 年度共举办 18 期） 

为配合院“科学的春天”40 周年主题活动要求，组织党员、职工上报摄影、绘画

等 20 余份作品，我所选送的征文《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中国的高能物理事业》、老照

片的故事《科学的春天使我成为新中国首个博士》分获“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征文、

老照片的故事比赛”一等奖。 

（七）发挥优势、凝聚力量，群团、离退工作显成效 

1.贯彻落实《院党组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实施细则》，继

续做好统战座谈会意见和建议的答复工作，团结各方力量致力于研究所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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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改革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指导工青妇组织增

强“三性”。本年度，我所群团工作荣获北京分院 2018 年度“群团工作先进单位”、“共

青团工作先进单位”、“妇女工作先进单位”以及“全民健身工作先进单位”等四项荣誉

称号。 

3.做好离退休工作。加强离退休党建工作，推进对老同志的分类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包括加强离退休工作信息化管理等，关心老同志生活，协助开展特困职工的帮扶济困工

作；坚持开展在春节期间对离退休干部的慰问。 

4.继续做好各类慰问。做好 CSNS、BEPCII、LHAASO 等大科学工程中的一线建设

人员的慰问，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待遇。 

5.做好维稳工作 

二、2018年度党建工作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问题 

越来越繁重的科研任务和日益严格的党建工作要求之间如何更好地相辅相成、互

为促进。近年来，随着我所多项大科学工程的立项、开工，科研工作任务越发繁重，如

何在这些科研活动中保驾护航，科研人员如何积极地认识到党建工作对科研工作的重

要性，这对党委一班人、特别是党委书记主体责任如何落实到位是个重大考验和检测。 

基层党支部（总支）重视和落实党建工作存在不平衡现象。个别党支部履行情况与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要求还有差距。 

还有个别党员在自己岗位上的先锋模范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发挥。 

（二）原因分析 

一是创新观念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要深入探讨党建促进创新的有效途径，在党建和

科研双向融合上讲究实效。 

二是加大气力跟踪问效。对党建工作安排要问效，对考核结果的运用要问效，发挥

出其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 

三是党员教育的途径和方式的实效性有待增强， 考虑如何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将

本单位的党建创新与上级党委的具体要求有机结合。 

三、2019年党建工作要点 

五项“加强”，一项“紧抓” 

1.加强政治建设。加强政治建设，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2.加强思想建设。推进思想建设，重点做好建国与建院 70 周年主题纪念活动。 

3.加强组织建设。强化组织建设，完成党委纪委换届，做好工作交接；继续提升基

层党支部（总支）组织力，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着重做好在科技

骨干中发展党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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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紧抓纪律和作风建设。抓好纪律和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坚强纪律保障。

紧盯“四风问题”不放松，提高监督执纪问责水平。 

5.凝心聚力，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继续强理想信念教育，提倡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

当；加强对创新论坛、博展馆等平台的建设，拓展科技宣传的广度；继续做好人文关怀。 

6.加强对统战和工青妇、离退休工作的领导。继续加强对统战和工青妇、离退休工

作的领导。重点指导工青妇组织强化“三性”要求，助力研究所的科技创新工作。 

 

 

（撰稿人：李雪  审稿人：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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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是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平台，履行社会责任的

重要渠道，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科学传播工作内聚人心、外树形象。高能所充

分利用所内丰富的科研资源，通过开展新闻宣传、网络宣传、科学普及、科技出版等工

作向社会公众传播粒子物理、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同步辐射技术及应用等学科领域的知

识。 

新闻宣传是科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2018 年，高能所接待社会媒体记者采访及

协调拍摄 50 余次，发挥主流社会媒体优势，原创报道（不含转载）高能所科技成果、

信息动态 260 余篇，CEPC《概念设计报告》发布、BEPC 建成 30 周年、CSNS 通过国

家验收、CSNS 建成等重要科研成果及重大工程进展受到媒体的集中报道与持续关注。 

高能所境外宣传工作 2018 年度在全院排名第二名。全网共完成 569 篇文档的发布，

包括新闻，讲座通知，招聘通知，境外媒体对高能所的报道等；其中科研进展新闻发布

55 篇；推送院英文主站 54 篇，发布 41 篇；与往年发布数量持平。举办全球粒子物理

摄影大赛中国区比赛，共收到了来自 12 位参赛选手提交的 206 幅摄影作品。针对 CEPC

概念设计报告发布，筹划境外宣传活动，美国三大周刊之一的《新闻周刊》，Nature 杂

志，Science 杂志，Physics World 等 10 余家来自欧美，印度，伊朗的媒体报道了 CEPC 

CDR 的发布。 

网络宣传是提升科学传播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高能所依托中科院、研究所的中、英

文网站、微博、微信等网络宣传媒介开展科学传播工作。2018 年，所中文网站浏览量

超 2000 万，配合所重要活动的开展发布“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深切

缅怀王焕玉同志”、“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验收”、“中科院高能所第十四届公众科学日”

大专题 4 个，向中科院与北京分院报送稿件 200 余篇。微博、微信粉丝总数近 13 万人，

重点进行了 CEPC 概念设计报告发布等科研进展宣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

年等重要事件宣传、以及 2017 年科技创新人物等科技人物宣传。组织原创科普作品、

国外科普作品翻译共 48 篇，涉及 7 个支部、2 位退休职工。采编科学公开课，助力科

普活动。 

政务信息是对上宣传的重要途径，2018 年度报送政务信息稿件 21 篇，入选中科院

政务信息选题咨询专家组。规范推进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处理与督办公民信息公

开申请 1 件，信息公开网站栏目规范化调整，编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信息公开工

作 2017 年年度报告》。 

科学普及是科学传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 5 月 19 日，举办了主题为“微

观世界探秘之旅”的第十四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共接待 1300 多名公众参观交流。5 月

27 日，举办了主题为“与对撞机的亲密接触”的大型开放活动，共吸引了三百多名各

界公众。5 月 19-26 日，“20 吋光电倍增管”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展出，被评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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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公众喜爱项目”，获得荣誉奖状。由于高能所在“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工作中做

出了突出贡献，被表彰为：“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

果展”先进集体。“中科院科技创新成果巡展”分别在曼谷和香港展出，高能所有 3 项

成果入选，分别是：中国散裂中子源（展板）、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

模式（展板、光电倍增管实物）、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模型）。11 月 13 日，高能所大

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伽玛暴偏振探测仪（POLAR）两项展品亮

相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科普作品《量子时刻：奇妙的

不确定性》（刘朝峰）被评为 2017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科技部，2017.12）、2017 年中

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中科院，2018.3）。 

高能所负责《Chinese Physics C》、《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现

代物理知识》三类期刊的出版工作。2018 年度，三本期刊均高质量按期完成年度出版

计划并取得系列进展。CPC 进一步提高了出版效率，成功引入 XML 排版系统，投稿到

上线缩短至 101 天；完成了网站改版和微信公众号建设；SCOAP3 文章数持续增加至 80

篇。RDTM 入选中国科协“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D 类项目；使用情况良

好，篇均下载量达 243 次。《现代物理知识》进一步拓宽了宣传和销售途径，转载范围

包括中科院之声、中科院物理所、中科院高能所、知识分子、京师物理等；微信公众号

关注人数累计超 3500 人。 

 

 

（撰稿人：王晨芳  审稿人：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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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及馆藏书刊统计 

 

2018 年度，CPC 编辑部出版正刊 12 期，刊登论文 195 篇；《现代物理知识》杂志

完成 6 期出版计划，组约了一批优秀稿件；RDTM 共出版两期 50 篇（30+20）文章，

完成了预设出版目标。此外，组织完成 BEPC 30 周年纪念文集的组稿、制作印刷和发

放。 

2018 年度中文书、外文书、学位论文有少量新增，其它文献资源种类数量与上年

度基本持平，如下表所示。 

 

馆藏资源类型 数量（种/冊） 

中文书（纸质） ~38574/50517 

外文书（纸质） ~21195/28343 

中文期刊（纸版） ~767/11457 

外文期刊（纸版） ~1060/44917 

资料（含学位论文） ~2000 

报纸 ~21 

外文书（电子） >300000 

外文数据库（APS、AIP、Springer、Elsevier 等） ~20 

中文数据库（万方、台湾、CNKI 和 VIP） ~4 

系统平台（Alma、primo、超星发现和 ORCID） ~3+1 

 

 

 

（撰稿人：赵春梅  审稿人：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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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月 

1 月 8 日～10 日 
第一届“慧眼”天文卫星科学用户大会在高能所举

行。 

1 月 22 日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工程科学技术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在高能所召开。 

1 月 30 日 

我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圆满完成在轨交

付，投入使用。 

 

2 月 

2 月 2 日 15 时 51 分 
高能所研制的高能粒子探测器随电磁监测试验卫星

“张衡一号”顺利升空。 

2 月 5 日～7 日 
高能所研制的电磁监测试验卫星高能粒子探测器在轨

成功开机。 

2 月 8 日～9 日 
高能所和国科大联合主办的第一届 BESIII-LHCb 联合

研讨会在高能所举行。 

2 月 27 日 
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在高能所组织召开高能同步

辐射光源（HEPS）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评审会。 

2 月 28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科学技术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在高能所召开。 

 

3 月 

3 月 1 日～2 日 2018 年度战略发展研讨会召开。 

3 月 2 日 
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eXTP）空间天文台背

景型号研究工作启动会举行。 

 

4 月 

4 月 12 日 
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一行到东莞分部调研中国散裂中子

源。 

4 月 14 日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林少春率领省发改委、科技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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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专项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4 月 11 日～13 日 
“第二届慧眼-HXMT 标定和科学联合研讨会”在高能

所举行。 

4 月 22 日 广东省副省长黄宁生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4 月 21 日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等 40 多位代

表组成的考察团访问中国散裂中子源。 

4 月 25 日 
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在惠州市惠州宾馆举行了

公司成立揭牌仪式。 

 

5 月 

5 月 16 日 
泰国苏若那里理工大学（SUT）校长 Weerapong 

Pairsuwan 一行 6 人访问高能所。 

5 月 14 日～16 日 
国际经合组织（OECD）粒子天体物理国际论坛

（APIF）第 15 次会议在成都举行。 

5 月 17 日 东莞市副市长刘炜一行访问高能所。 

5 月 19 日 
“微观世界探秘之旅”的第十四届公众科学日活动成

功举办。 

5 月 23 日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散裂中子源（CSNS）通过

建安、财务和档案专业组验收。 

5 月 28 日 2018 年度党委纪委研讨会召开。 

 

6 月 

6 月 5 日 
香港第六届立法会议员马逢国率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

人大代表访问中国散裂中子源。 

6 月 6 日 
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Levai Peter 教

授访问高能所。 

6 月 13 日～15 日 
高能所举行研究所整体情况及“一五七”规划重点研

究方向国际评估。 

6 月 22 日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万钢一行调研考察阿

里观测基地。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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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全国人大代表崔世平、萧志

伟，全国政协委员吴志良等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CSNS）。 

7 月 24 日 2018 年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营仪式在高能所举行。 

7 月 26 日 CEPC 产业促进会（CIPC）2018 年会在高能所召开。 

 

8 月 

8 月 9 日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 10 余人来到中国

散裂中子源（CSNS）进行考察访问。 

8 月 23 日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顺利通过

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 

8 月 27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项目选址现场完成了踏勘

工作。 

8 月 15 日～24 日 
首届快电子学与探测器暑期学校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成功举办。 

8 月 30 日～31 日 
第 631 次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伽玛光子对撞机

和相关前沿科学” 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 

8 月 30 日 
成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总工会主席吴凯赴高海

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海子山建设现场调研。 

 

9 月 

9 月 12 日 

瑞士航天局局长 Renato Krpoun、瑞士空间科学中心副

主任 Grégoire Bourban 以及瑞士驻华大使馆和瑞士日内

瓦大学的相关代表访问高能所。 

9 月 16 日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总主任 Fabiola Gianotti 教

授一行四人访问高能所。 

9 月 17 日 

加拿大前联邦政府亚太事务部、多元文化部部长

Raymond Chan 先生率加拿大国家粒子与核物理实验室

（TRIUMF）代表团一行 8 人访问高能所。 

9 月 17 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在北京会见了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CERN）主任 Fabiola Gianotti 一行。 

9 月 19 日 
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院工会主席李和风

一行赴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海子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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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研并慰问一线科研人员。 

 

10 月 

10 月 14 日 
中科院高能所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场举办了第十届

职工运动会。 

10 月 20 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研讨会” 在高能

所举办。 

 

11 月 

11 月 1 日 
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一行赴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HAASO）海子山建设现场调研。 

11 月 14 日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 CEPC）研究工作组正式发布 CEPC 的两卷

《概念设计报告（Conceptual Design Report, 

CDR）》。 

11 月 13 日 

高能所“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

新模式”和“伽马暴偏振探测仪-POLAR” 两个展项

亮相“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

览”。 

11 月 18 日 

中国科学院与广东省政府关于《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广州

举行。 

11 月 19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财务、设备

材料、档案专业组验收会顺利通过。 

11 月 27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召开。 

 

12 月 

12 月 7 日 
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组织召开了港澳科学家南方光

源研讨会。 

12 月 11 日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席 Antoine Petit 教

授、CNRS 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院（IN2P3）主

任 Reynald Pain 教授一行 5 人访问高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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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一行，在东莞市委书记梁维东的陪同下，调研中国散

裂中子源（CSNS）。 

 

 （撰稿人：王勇涛  审稿人：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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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务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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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党委召开 2017 年党委书记述职评议会 

 

1 月 12 日，中科院高能所召开了 2017 年度党委书记述职评议会。与会党员代表听

取了党委书记潘卫民关于党建工作的述职报告，并现场进行了评议。京区事业单位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倪宏，组织统战处副处长贾宝余出席会议。高能所党委副书记罗小安

主持会议。 

会上，潘卫民从自身履职情况、党建促创新取得的成效等四个方面作了汇报，并就

党建、科研工作如何有效结合，党委的“战斗堡垒”作用如何体现等问题作了分析。他

表示，2018 年高能所党委会继续研究、加强党建工作的新思路和督查力度，继续优化

工作结构，以确保党建工作取得实效。 

倪宏针对潘卫民的述职报告作了点评，他说：高能所在“两学一做”教育制度化、

党建工作部署与跟踪等基础党建和在“支部品牌工作法”、“十九大宣讲团”等创新工作

等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希望未来高能所党委能够继续宣贯十九大精神，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全党来一个大学习”的号召，强化组织观念和“四个意识”，

把十九大提出的新理念、新任务、新举措领会深、领会透。 

党员代表评议环节由京区事业单位党委组织统战处副处长贾宝余主持。参会的高

能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小组长，党支部（总支）委员等 170 余名党员对潘卫民的

述职情况进行了现场评议。纸质评议表由京区事业单位党委收回。 

 

高能所召开 2017 年度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考核测评会 

 

2 月 5 日上午，高能所召开 2017 年度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考核测评会。会议结合所

年度工作会议、八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主持会议。北

京分院分党组书记马扬出席会议。所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学术委员会

委员、职代会常设主席团成员、中层领导人员、专业技术骨干人员与各类职工代表等出

席了会议。东莞分部设置了分会场。 

所长王贻芳代表所领导班子作了题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建设世界

一流研究所》的报告，从“中科院工作重点介绍”、“高能所基本情况介绍”、“2017 年

任务完成情况”、“2018 年工作计划”、“工作设想”五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 2017 年所

党政领导班子带领全体职工在科研、管理、党建等各方面所取得的重要工作成果，并对

2018 年的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 

党委书记潘卫民代表所党委作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努力提高研究所党建科学化水平》的报告，从“党建情况汇报”、“党建促创新取得的成

效”、“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未来工作规划”四个方面，总结了党建工作情况，展现

了我所党建工作的亮点及特色做法，剖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改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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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 2018 年党建工作的规划。 

马扬对高能所的领导班子工作及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介绍了考核测评的

程序和要求。与会人员现场填写对所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考核测评表，由工作人员现场

回收考核测评表。 

会前，人力资源处按照要求将领导班子工作总结和班子成员个人述职报告分别在

所内网、展板上进行了展示，以便会议代表阅看。 

会后，北京分院分党组将根据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所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和日常了解

掌握的情况，对测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提出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年度考核评价等次

的初步意见，报院党组审定，形成最终等次评定结果。向领导班子反馈考核结果，并对

考核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高能所召开 2018 年度工作会议、领导班子 

考核测评会暨八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 

 

2 月 5 日至 6 日，中科院高能所 2018 年度工作会议、领导班子考核测评会暨八届

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党委书记潘卫民，纪委书记魏龙，党委副

书记、副所长罗小安，副所长陈刚、陈延伟，工会主席陈宏刚，陈和生、方守贤、张宗

烨院士及所内职工代表 300 余人参加会议，东莞分部设立分会场。北京分院分党组书

记马扬出席会议。本次大会首次对我所领导班子进行考核测评，所长王贻芳、党委书记

潘卫民首先向大会做了工作汇报。 

王贻芳首先介绍了国家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作出重要部署情况和 2020 年、

2035 年、2050 年三步走发展目标，并传达了中科院 2018 年工作重点。他指出，2017

年高能所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秉持创新发

展理念，在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ADS 强流质子

加速器注入器 I 等大科学装置建设和运行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七项培育重

点有力推进，CEPC、HERD、eXTP 等预研项目积极开展预研，推动立项，我所各管理

部门锐意创新，采取有力措施，管理工作有了新的提高，在技术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

设、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同时介绍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将是

我所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潘卫民从高能所党建工作基本情况、党建促创新取得的成效等四个方面作了汇报。

他指出，2017 年高能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以先进思想指导实践，认真做

好党建基础型工作，落实两个责任，推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营造创新文化氛围，

开拓思路，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他就党建、科研工作如何有效结合，党委的“战斗堡

垒”作用如何体现等问题作了分析。他表示，2018 年高能所党委会继续研究、加强党

建工作的新思路和督查力度，继续优化工作结构，以确保党建工作取得实效。 

马扬书记对两位所领导所做的工作汇报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赞扬了所领导班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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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战略高度和视野，报告的内容全面展现了高能所各方面的工作。随后，他向与会代

表说明了测评的内容和有关要求。与会代表对每位所领导进行了评议。 

民主评议后，陈刚、魏龙、罗小安、陈宏刚、单保慈等分别围绕科研经费、成果转

化、园区建设、工会工作以及 2017 年提案回复和 2018 年提案收集情况作了报告。 

在随后的日程中，工作会以及职代会代表分别进行了分组讨论。闭幕会上，潘卫民

表彰了 2017 年度在科研、管理、创新文化、研究生管理等领域获奖的集体和个人。分

组召集人就讨论情况，分别向大会作了汇报。王贻芳在大会总结中就代表们普遍关心的

问题，如怀柔平台建设、经费管理、工资收入、福利待遇、考核、职称晋升等问题进行

了回复。他希望职能部门能够承担责任，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希望全所职工一起努力

将我所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所。 

 

高能所举行 2018 年第三次中心组学习会 

 

6 月 22 日，高能所举行 2018 年第三次中心组学习会，所领导、党委委员参加会

议。会议由党委书记潘卫民主持。 

本次中心组学习的主题是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系列讲话。党委副书

记、副所长罗小安担任本次学习的主讲人，他通过专题报告，带领与会同志系统学习了

习近平在海南等地考察调研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两院院士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刘鹤

副总理视察我院和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报告重要讲话精神，白春礼院长和侯建国书记

在全院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与会同志更加深刻认识到科技创新的极端重要性，认

识到要紧密结合科技创新实际开展工作，推动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的有机融合。此外，

罗小安还结合我所未来发展规划分享了学习体会。 

根据所学内容，结合研究所实际工作，与会同志进行了深入研讨，就改善研究所科

技成果和人才评价体制、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等关系研究所科技创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

论，并提出改进建议。 

 

高能所党委组织举办纪念建党 97 周年党员大会 

暨第十八届职工文化广场 

 

为庆祝建党 97 周年， 6 月 29 日，中科院高能所举办了纪念建党 97 周年党员大会

暨第十八届职工文化广场。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主持大会。 

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作题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新

征程齐心协力共筑中国梦》的报告，系统总结了我所党委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两学一做”以及营造创新文化氛围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强调，所党委要继续抓住

支部建设的关键，积极推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团结带领全所党员同志为高能所科研工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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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树立典型，凝聚榜样力量，本次大会表彰了 2015-2017 年度优秀党员、2015-2017

年度创新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纪委书记魏龙宣读了表彰文件。潘卫民、罗小安、

魏龙等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章和证书。 

优秀党支部和创新文化先进集体代表加速器中心党总支书记岳军会，优秀党员和

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代表孟才，离退休党员代表、离退休党总支书记高启荣分别发表

了讲话。他们从本支部和个人角度汇报了过去一年本支部和个人在科研和党建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分享了作为一名党员积极投身支部和本职工作，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心得

体会。 

党政办副主任王欢带领新党员在大会上进行宣誓，理论室副研究员李钊代表新党

员发表讲话。 

随后，高能所第十八届职工文化广场正式拉开序幕。为迎接、庆祝党的 97 岁生日，

全所各党支部认真组织，排练演出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展现了我所职工为党庆生的喜悦

和激情。演职人员表现出的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态度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掌声。 

高能所各党支部干部、职工、学生等近 600 名同志参加了本次党员大会和文化广

场活动。 

 

高能所召开专题中心组学习 重温习近平 

视察高能所重要讲话 

8 月 17 日，高能所举行专题中心组学习会，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高能所重要讲

话。所领导班子成员、所党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由所党委书记潘卫民主持，北京分院

协作一片组织员李志毅出席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高能所重要讲话，并结合我所改革与创新发

展的中心工作各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会议指出，习近平视察高能所之后，高能所深入贯

彻总书记“四个率先”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科院“率先行动”部署，认真组织落实我

所“一三五”规划，在多项领域都取得重要成绩。当前国家对科技创新非常重视，科研

经费投入非常大。尤其是高能所承担国家大科学工程建设项目，经费体量大，要尤其重

视党风廉政建设，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堵塞制度漏洞，用好科研经费，避免出现问题。

会议还就如何用好人才政策，吸引优秀人才，用好现有人才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外，会议还组织了集体理论学习。所党委书记潘卫民带领与会同志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二十九讲内容，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战略定

力等八个方面介绍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纪委书记魏龙作为主讲人，带领与会同志进行了党风廉政专题学

习。他介绍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介绍了十九大提出的党风廉政建设新要求，同

时，分享了中纪委、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科院的典型案例，提高大家的廉政自觉。 

北京分院协作一片组织员李志毅发表总结讲话，他指出，高能所承担的大科学工程

项目很多，经费体量大，要不断提高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视。对于出现的苗头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57 - 

 

性问题要党政及时沟通，及时解决；制度建设要与时俱进，保障大科学工程建设顺利进

行；同时要做到防患于未然。 

 

高能所党委组织举办警示教育活动动员大会 

 

10 月 17 日上午，中科院高能所党委按照院党组工作部署和要求，紧急召开了部署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动员大会。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作动员讲话。 

会上，潘卫民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科院警示教育大会的精神，通报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科院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违纪典型案例，并对全所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进行动员

部署。潘卫民指出，全体党员、非党员都应警钟长鸣，以违法案件为警鉴，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 

潘卫民还传达了院党组书记、院长白春礼讲话精神，以及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

建国对全院开展警示教育工作的要求。 

最后，他对高能所的警示教育活动进行了部署，从所党委、纪委、党支部等几个层

面分别提出了工作要求。他强调全所各党支部书记、行政领导要充分重视反腐、廉政教

育工作，各党支部要按照所党委的部署，深入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开展形式多样的警示教育活动，同时将党员、非党员都纳入到警示教育活动中来。 

高能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党支部（总支）书记、行政领导等参加了动员大会，

东莞分部设视频分会场。 

 

高能所召开警示教育报告会 

 

10 月 29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召开警示教育报告会。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驻中科院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孙中和应邀作报告。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主持会议。

纪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副所长陈刚，所长助理、党委委员、纪委

委员、各部门正副主任（处长）、各党支部（总支）委员及课题组长等 197 人聆听了报

告。 

孙中和作了题为《严守纪律，勇于担当，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的报告。报告

引经据典，深入阐述了加强纪律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的治本之策。目前加强纪律建设的重点任务在于健全完善纪律制度、深入开展纪律教

育、狠抓监督执纪问责并注重养成纪律自觉。报告通过大量的案例与翔实的数据阐明了

纪律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挑战，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意义。在如何做好知纪守纪护纪

的践行者方面，孙中和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加强学习，提高觉悟，管好自己；二是要

严格管理，抓早抓小，管好“下属”；三是要忠实履责，敢于谏言，“管好”领导，做政

治上的明白人、遵纪守规的带头人、分管工作的守护人与干部职工健康成长的“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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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潘卫民在总结中指出，报告内容丰富，既有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的理论解读，

又有详细而及时的提醒，为与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纪律教育课。他希望，广大党员干

部与课题组长要以案为鉴，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习惯在受约束与监督的环境

下工作生活，共同努力为高能所的科研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随后，与会人员观看了中央国家机关警示教育录《警钟》。 

东莞分部相关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了报告会。 

 

高能所四人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2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正式公布，中科

院院士、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当选。这是他首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月 24 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中科院院士、高能所和纳米中心研究员赵宇

亮，高能所研究员高杰、张新民当选。高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十二届

全国委员会委员，张新民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此次二人

都是再次当选。此次为赵宇亮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此外，高能所还有多人在各级人大、政协担任代表或者委员，充分发挥了参政议政

作用。副所长陈刚担任石景山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加速器中心高杰研究员担任石景山

区第十届政协副主席；理论室张新民研究员担任北京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常委。东莞

分部加速器技术部高级工程师李藜担任东莞市大朗镇第十七届人大代表；东莞分部加

速器技术部副主任张旌担任东莞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常委；东莞分部技术支持部工程

师杨琳担任东莞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赵宇亮、高杰当选为中国侨联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侨联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

举产生中国侨联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高能所赵宇亮院士、高杰研究员当选为中国侨联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侨联是由全国归侨、侨眷组成的全国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中国侨联是全国性的一级人民团体，是全国政协的组成

单位，各级侨联与同级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享有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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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召开 2018 年度战略发展研讨会 

 

3 月 1 日至 2 日，高能所 2018 年度战略发展研讨会在报告厅召开。所学术委员会

主任陈和生院士、副主任柴之芳院士和张闯研究员主持了会议，所长王贻芳，党委书记

潘卫民，纪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副所长秦庆、陈刚，方守贤、张

宗烨、李惕碚、陈森玉院士，所学术委员会及各研究中心、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共计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东莞分部通过视频参会。 

陈和生致开幕辞，指出中长期规划是科学院今年的重点工作，院条财局重大设施处

于 2017 年 7 月组建了设施战略研究工作专家组，启动了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究。

2018 年 1 月，院发展规划局也启动了中科院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其中包括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专题研究。高能所战略规划应是中科院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

动高能所持续稳步向前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月 1 日的会议上，娄辛丑、宋黎明、秦庆、董宇辉、王生、邢志忠、魏龙、李卫

东分别对实验物理中心、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加速器中心、多学科研究中心、东莞分部、

理论物理室、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计算中心的发展规划作了专题报告。与会代表对各

部门的发展方向、研究布局和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是

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 

3 月 2 日的会议上，首先研讨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II 未来发展方案，苑长征、曹

建社、董宇辉分别从北京谱仪 III 实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II 加速器、北京同步辐射

装置三个方面作了报告。秦庆、王生、曹俊、娄辛丑、张闯、卢方军、杨长根分别针对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南方光源、中微子实验、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Gamma-Gamma

对撞、粒子天体空间项目及阿里项目、粒子天体深地实验项目的发展规划作了专题报

告。与会代表对以上各报告均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全面讨论环节，与会人员主要就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II未来发展方案、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规划等展开了充分研讨。 

王贻芳所长在总结中指出，高能所各研究中心的规划和任务都非常饱满，应充分调

动人员积极性，攻关核心任务，提高科学产出。所里会配合各研究中心吸引人才，努力

改善职工待遇。他希望大家在日常工作中融入更多创新性，更多从事原始性创新工作；

装置的设计也不能只追求单一指标先进性，系统设计方面要有创新。他肯定了本次会议

对高能所未来发展战略指导方向的重要性，希望各研究团队结合本次战略研讨会的成

果积极思考和推动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高能所举行第二次国际评估 

 

6 月 13 日至 15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举行了针对研究所整体情况及“一

五七”规划重点研究方向的国际评估。这是继 2013 年研究所首次举行“一三五”规划

国际评估后的第二次国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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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国际评估委员会由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日

本、中国（含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18 位顶级科学家组成，他们既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力，又具有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管理经验。评估委员会主席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因

发现引力波获 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Barry Barish 教授担任。评委包括 2006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George Smoot 教授；欧洲核子

中心前主任 Luciano Maiani 教授；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国直线加速器研究所前所长

Michel Davier 教授；牛津大学物理学院院长 Ian Shipsey 教授；英国散裂中子源主任

Robert McGreevy 教授；英国考克拉夫特研究所所长 Peter Ratoff 教授；日本理化所

Spring-8 光源中心主任 Tetsuya Ishikawa；中科院物理所于渌院士等。 

在为期三天的评估中，评委们听取了 20 个报告，实地参观考察了实验物理中心、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加速器中心、计算中心、多学科中心、核技术应用中心的实验室，

与研究员、青年职工、研究生、所领导班子等近百人进行了谈话，参考了高能所提供的

研究所状态报告、人才册、大科学装置介绍折页等书面材料，部分专家还事先实地考察

了高能所东莞分部及散裂中子源、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在此基础上，国际评估委员会针对高能所使命与发展规划、研究所整体科研水平、

科研团队建设、资源配置与研究所管理，以及“一五七”规划涉及的粒子物理与天体物

理、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先进射线技术与多学科应用三个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

了国际标准的诊断评估。在 15 日下午的评估结果反馈会上，Barry Barish 教授代表评估

委员反馈了初步评估结果，对高能所整体运行情况，包括定位、规划等，评价为“A”，

并表示将于一个月内给出完整的书面评估报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出席反馈会，听

取了评估初步结果反馈并发表讲话。 

高能所的定位是成为国际领先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之一，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大型、综合性、多学科研究基地。国际评估委员会对此定位和发展愿景给予充分肯定，

并高度评价了高能所过去五年取得的科研进展，如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江门中微子实

验、中国散裂中子源、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

系统等。同时，国际评估委员会也指出高能所未来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如人才队伍建设、

大科学计划与工程的国际合作、自主创新的高技术发展、研究生培养等等。 

高能所将认真梳理、分析和参考国际权威专家的评估意见，不断改进提升研究所科

研及管理工作水平，夯实建成国际一流研究所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前沿科学与教育局、重大科技任务局、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国际合作局等院机关部门负责人，高能所领导、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部门负责人、

部分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评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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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裂中子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通过建安、财务和档案专业组验收 

 

5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组织专家在高能所东莞分部对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散裂中子源（CSNS）进行了建安、财务和档案专业组验收，共 16 位

专家参加了验收会。会议由条财局总工程师杨为进主持。 

与会专家听取了 CSNS 项目总体情况介绍、建安工程验收报告、财务工作汇报及

档案工作总结报告，并对设施进行了现场考察。经过认真、深入的审查和讨论，三个验

收组分别给出验收意见，一致认为 CSNS 达到相应专业组的验收要求，同意通过专业

组验收。 

至此，散裂中子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顺利通过工艺、设备、建安、财务和档案

全部五个专业组的验收，全面、高质量完成了建设任务，开始申请国家总验收。 

散裂中子源项目能够在两个月内完成全部五个专业组的验收，是因为工程经理部

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始终遵循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科学院关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的相关规定，实行了严格、科学、高效的管理，也是院、所各级领导和地方政

府大力支持以及全体工程参建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目前，散裂中子源正努力实现稳定

运行，顺利实现向用户运行阶段的转变，力争早日获得高水平应用成果，为国家的战略

需求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国家验收 

 

8 月 23 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投入

正式运行。 

历经 6 年半的紧张建设，中国散裂中子源作为我国首台散裂中子源，粤港澳大湾

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按指标、按工期、高质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综合

性能进入国际同类装置先进行列，将正式对国内外各领域的用户开放。 

中国散裂中子源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源及应用领域的空白，将为诸多领域的基础

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提供强有力的研究平台，例如物质科学、生命科学、资源环境、新

能源等。它的投入运行，对我国探索前沿科学问题、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

脖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散裂中子源自 2018 年 3 月试运行以来，装置运行可靠稳定，首期三台谱仪已

完成 10 个用户单位 16 个研究组的 21 个样品实验，并取得了首批重要科学成果。这些

实验都是针对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充分发挥中子散射的特点，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代表

性，涵盖了能源、物理、材料、工程等多个前沿交叉和高科技研发领域，如锂离子电池

材料、稀土磁性、新型高温超导、功能薄膜等。 

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工程经理陈和生表示，“中国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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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是研究物质材料微观结构的理想探针。我们可以利用散裂中子源来研究大型

金属部件的残余应力，这对于提高高铁关键部件和航空发动机部件的性能，以及核电站

部件的服役性能十分重要。此外，可燃冰、磁性材料的研究，以及化学反应催化剂的原

位研究等，都可以使用散裂中子源。” 

中国散裂中子源坐落于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由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共同建造，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为项目法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参建。 

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内容包括一台 8 千万电子伏特负氢离子直线加速器、一台 16

亿电子伏特快循环同步加速器、一个靶站，以及一期三台供科学实验用的中子散射谱

仪。 

国家验收委员会专家认为，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各项指标均达到或优于批复的验收

指标。装置整体设计先进，研制设备质量精良，靶站最高中子效率和三台谱仪综合性能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全球建成的散裂中子源装置共有 4 个，其他三个分别为英国散裂中子源 ISIS、

美国散裂中子源 SNS 和日本散裂中子源 J-PARC。 

国家验收委员会专家认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在加速器、

靶站、谱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在磁铁、电源、探测器及

电子学等领域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使我国在强流质子加速器和中子

散射领域实现了重大跨越。例如，国内首次研制成功 25 赫兹交流谐振励磁的大型二极

和四极磁铁及电源，交流磁场精度达到同类装置国际领先水平。 

未来，中国散裂中子源将着力确保装置高效、稳定、可靠运行，加强国内外开放共

享。同时为了满足交叉科学前沿研究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中国散裂中子源将不

断完善和改进装置性能，尽快启动后续谱仪建设和功率升级工作，扩大用户群体，为我

国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提供有力支撑，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

和产业升级。 

 

诺奖获得者李政道信贺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国家验收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获悉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国家验收的消息后，

给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经理陈和生发来亲笔贺信。在贺信中，他表示“很高兴获悉中国

散裂中子源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衷心祝贺祖国科学家利用散裂中子源作出世界一流

实验成果，为建设先进科技立功。” 

李政道先生对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的建设一直非常关心。本世纪初，我们酝酿中国

散裂中子源立项，在 2003 年的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会谈中首次报告了这一设想，

李政道先生表示积极支持，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推荐这个项目，推动立项。2005 年国家

科教领导小组原则批准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后，李政道先生积极支持将散裂中子源列

入年度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会谈的正式内容，并亲自协调双方的有关合作和人员

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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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 

通过财务、设备材料、档案专业组验收 

11 月 19 日，由中科院条财局组织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财务、

设备材料、档案专业组验收会在高能所召开。由来自中科院条财局、动物所、国家天文

台、半导体所、中天恒信（北京）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 6 位财务组专家，中科

院条财局、文献情报中心、金属所、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盛中天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的 5 位设备材料组专家，文献情报中心、合肥研究院、海洋所、上海硅酸盐

所、福建物构所的 5 位档案组专家等组成的验收专家组对 HEPS-TF 的财务、设备材料

和档案进行了验收。 

会议由中科院条财局总工程师杨为进主持，他介绍了 HEPS-TF 工程的项目信息和

工艺验收、竣工财务审计等进展情况，宣读了验收专家组名单，并说明了会议安排，希

望项目组配合各位专家完成相关验收工作。 

HEPS-TF 工程项目副经理兼总经济师罗小安副所长致欢迎辞，他首先感谢条财局

的大力支持，项目启动前期在院条财局的指导下，高能所完成了项目前期经费归垫工

作，使得 HEPS-TF 项目提前开工；项目验收阶段，在院条财局的多方组织、指导下，

工程验收工作顺利推进。目前，在我所相关管理部门的配合下，HEPS-TF 工程经理部

已组织完成了财务支出、资产清查、档案立卷等验收准备工作，请各位专家审查提出宝

贵意见。 

会上，HEPS-TF 工程项目经理秦庆副所长作项目总体情况报告，介绍了项目总体

研制和工程管理情况。财务资产处处长周亚和副处长杨静、党政联合办综合档案室王勇

涛分别作项目财务、设备材料、档案工作情况总结报告，介绍了 HEPS-TF 工程的财务、

设备材料和档案管理的规范和实施情况。 

验收组专家听取报告后，分组进行了凭单、档案材料抽查和设备现场盘点，提出了

部分完善建议，并经过深入审查和讨论后，3 个专家组分别给出验收意见，一致认为：

HEPS-TF 项目符合相应专业组验收条件，同意通过专业组验收。 

秦庆副所长代表 HEPS-TF 项目组感谢各位专家的评议，并表示，HEPS-TF 项目将

尽快根据专家组意见进行完善后，向院条财局提出项目国家验收申请。 

杨为进宣布 HEPS-TF 专业组验收圆满结束，至此 HEPS-TF 项目通过了所有专业

组的验收。 

 

高能所举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研讨会 

 

10 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航空航天部原部长林宗棠、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副秘书长周成奎及中科院、科技部、基金委、石景山区、兄弟院所及参与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建设的专家、工程人员等 20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共同纪念北京正负电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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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机建成 30 周年。会议由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主持。 

张涛首先代表中科院致辞，向高能所全体同仁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指出，30 年

前高能所的科研人员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国内工业界等合作，完成

BEPC 的建设是非常了不起的，不仅提高了中国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也带动提高了中

国工业的技术水平。他希望高能所继续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继续推动环形对撞机和其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论证、研制和建造，为提升我国基

础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做出贡献，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做出贡献。石景山区区委书记于长辉发表讲话，向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

表示祝贺。 

研讨会上，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介绍了高能所的情况。他说高能所的发展与

BEPC 密不可分，今天看来建设 BEPC 是当时所能作的最好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

意义，高能所也据此获得了长达 30 多年的发展空间，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领了一席

之地，培养了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队伍，推动了国内其他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高能所原所长方守贤回顾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之前“七上七下”的曲折艰难

过程，指出 BEPC 的成功是借助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及高能人的创新精神。希望在

BEPC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把高能物理、同步辐射和加速器推向新的高峰，同时衷心希

望年轻一代发扬 BEPC 的实事求是、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在未来的岁月中取得

更加辉煌的成就。 

高能所原所长陈和生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的情况进行了回顾，详

细介绍了高能人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付出的努力。他在总结中提出要继续发

扬高能所优良传统，坚持正确的发展战略，粒子物理实验学家要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担

当精神与奋斗精神。 

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BEPC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柳怀祖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

秘书长周成奎代表嘉宾发言。 

 

诺奖获得者李政道信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之际发来亲

笔贺信。在贺信中，他表示“热烈祝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这是中国在

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一席之地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三十年。衷心祝愿祖国科学家

利用对撞机作出更多世界一流的成果，在粲物理和τ轻子研究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

地位，为人类探索物质结构的奥秘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政道先生一直关心祖国科学的发展，尤其关注祖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发展。1979 年

6 月，李政道先生建议的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双方决定中

国高能加速器工程在美国建立一个办事处，为后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开辟了渠

道。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李政道先生又积极支持和帮助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改造

工程，有力地促进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近年也关注着祖国大科学装置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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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2018 年 9 月，对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也表示祝贺。 

 

高能所两项目亮相“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 

 

11 月 13 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

幕。该展览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所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 

经过精心筹备，高能所两个展项亮相此次展览，分别是“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和“伽马暴偏振探测仪-POLAR”。 

中微子振荡参数θ13 描述了一种中微子振荡的幅度，其大小关系到中微子研究的

未来发展，是粒子物理学 28 个基本参数之一，并和宇宙中“反物质消失之谜”相关。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组于 2003 年提出了原创性的实验方案，2011 年建成了国际领先

的实验装置，并于 2012 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率先取得重大成果：发现对应于θ13 的

中微子振荡新模式，并精确测得其振荡幅度。该成果赢得国际粒子物理学界的高度评

价，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获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该展项以图文形式在中国科学院牵头建设的“大国气象-科

技创新支撑强国梦”展区展出。 

中欧国际合作实验项目“伽马暴偏振探测仪-POLAR”是一台专门用于测量伽马射

线暴瞬时辐射中的硬 X 射线/伽马射线偏振的空间探测仪器，已搭载于我国的空间实验

室“天宫二号”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成功发射。项目合作团队主要有中科院高能所、瑞

士日内瓦大学、瑞士保罗谢尔研究所以及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等。POLAR 入轨后，完

成了在轨测试阶段的任务，开展并完成了在轨标定实验。在轨测试期间，POLAR 共计

探测到了 55 例伽马暴以及 9 例明显的太阳耀斑事件，同时还成功开展了利用所探测到

的脉冲星信号进行导航的方法实验验证。目前，在伽马暴偏振数据分析方面已经取得了

重要进展。此次展出的是偏振探测器备份件实物，位于“壮美篇章-中央大厅展区”。 

展览自 11 月 14 日起开始对社会公众开放。 

 

 

东莞中子科学中心参加东莞市深化创新驱动、 

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 

 

2 月 27 日上午，东莞市深化创新驱动、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东莞市政府会

议大楼召开，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经理陈和生院士、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兼东莞中子科

学中心主任陈延伟参加了会议。  

市长梁维东等领导向全市科技创新人物及企业颁奖，陈和生获得 2016 年度东莞市

科学技术奖特殊贡献奖，梁维东评价“陈和生院士主持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建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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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日推动项目建设及研发工作”。梁维东肯定了散裂中子源建设取得的进展，及项目

对东莞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创新驱动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  

会上，陈延伟代表高能所和东莞中子科学中心与物理所、东莞市政府签订了材料科

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共建协议，并举行了实验室的揭牌仪式。该实验室的发展定位

是，由中科院牵头，围绕散裂中子源、拟新建设南方光源等大科学装置，联合国内外在

材料科学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院所，打造成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一流创新高地、高端

人才汇聚地、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此外，东莞中子科学中心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高能所与东莞市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南方光源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11 月 18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与广东省政府关于《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中国科学院院长白

春礼、广东省省长马兴瑞等领导出席。会上组织了一批省院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活动，高

能所与东莞市政府参加了签约活动。 

根据院省合作协议内容，院省双方将共同争取建设珠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

建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高水平科研机构、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广深科

教融合园区，推动重大科研任务与成果落地转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 

随后，在省院领导的见证下，有关单位进行了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活动。高能所所长

王贻芳与东莞市市长肖亚非签署了《关于推进南方光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协

议》，共同推进南方光源项目规划建设，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重

要战略支撑。 

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参加了签约仪式。 

 

港澳科学家南方光源研讨会召开 

 

12 月 7 日，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组织召开了港澳科学家南方光源研讨会。会议

由香港城市大学王循礼教授主持，来自香港、澳门和内地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20 多

位专家和用户代表参加了会议。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大举措，广东省正在积极推动南方光源

的建设，计划建设的先进南方光源将毗邻中国散裂中子源。2018 年 11 月 18 日，中科

院与广东省政府在广东签署《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

作为重点合作项目，在省院领导见证下，高能所与东莞市签署了《关于推进南方光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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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协议》。作为一个开放的用户装置，南方光源的建设需要充分

考虑用户的需求，这也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题所在。 

会上，东莞分部副主任王生首先介绍了南方光源提出的背景和建设意义，并汇报了

南方光源初步设计方案和预研平台的建设内容。高能所胡天斗研究员报告了全国已建

成光源的概况以及拟建光源的情况。来自港澳地区的用户代表分别报告了同步辐射技

术在材料科学、结构生物学、能源化学及凝聚态物理等领域的应用，并提出了各自对南

方光源的需求。 

与会专家围绕南方光源的科学定位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对南方光源各

方面的指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南方光源与散裂中子源将形成合

力，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国际先进水平的重要大科学研究平台，成为大湾区科创中心的

建设重要支点。 

 

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揭牌仪式在惠州举行 

 

4 月 25 日下午，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在惠州市惠州宾馆举行了公司成立揭

牌仪式。中科院高能所陈和生院士，党委书记潘卫民、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副

所长陈延伟，中科院广州分院分党组副书记周传忠，惠州市常务副市长胡建斌，仲恺高

新区管委会主任张莉兰，惠州市科技局局长周章玉，东江科技园管委会主任谢远区等领

导，以及来自东江科技园、高能所、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等 60 余人参加了揭牌

仪式。 

仪式由高能所技经处处长邓春勤主持，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旭文、

张莉兰、潘卫民、胡建斌先后致辞。最后，陈和生院士为全体领导和嘉宾奉献了一堂题

为“大科学装置与科技创新”的精彩演讲，获得了巨大反响。 

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是高能所根据 2016 年 12 月与惠州市人民政府签署的

“加速器技术成果转化合作框架协议”精神，安排下属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与惠

州当地企业“中科高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旨在以合资公司为技术成果转化的

载体，推动加速器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在惠州形成加速器关键设备的研制和生产能力，

服务于未来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以及加速器辐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合资公司坐落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科技园，其成立标志着高能所与惠州市的

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所实验工厂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京高能锐

新科技有限公司将借助新合资公司拥有的政策、区位、资金、项目、配套条件等优势，

获取长足进步，创造新的辉煌业绩。 

 

高能所召开信息化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1 月 27 日上午，高能所信息化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高能所主楼召开。高能所信息

化工作小组成员及来自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中科院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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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科院动物所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会议。陈刚副所长主持会议。 

陈刚首先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本次会议的背景与目的，希望

各位专家对高能所的信息化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计算中心副主任齐法制汇报了

高能所过去三年管理信息化工作情况及未来三年规划建设方案。与会人员对进一步加

强高能所信息化应用建设进行了交流研讨，对高能所过去三年管理信息化工作取得的

成绩和效果表示充分肯定，并建议在未来三年的规划建设中需要考虑科研管理数据融

合、数据安全、系统运维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工作量，推动和引导业务部门

在需求阶段工作的规范性等。 

陈刚在会议总结时表示，信息化建设是研究所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能所高

度重视和支持，信息化建设不仅要具有易用性，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要做好数据融合与

积累，最终提供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能力，为高能所管理业务从数字化向智能化提升夯

实基础。计算中心要进一步总结过去信息化工作的经验，结合院信息化发展规划总体布

局，与院内外单位开展交流合作，进一步做好信息化需求的凝练，推动未来三年的信息

化建设工作。 

 

“第六届科研信息化联盟”会议在中国散裂中子源召开 

 

6 月 26 日，“第六届科研信息化联盟”会议在中国散裂中子源召开。本次会议由中

科院高能所计算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网信处、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

高能所、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国家天文台、基因组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核安全技术

研究所、声学研究所、微电子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沈阳金属

研究所、工程热研究所、软件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微电子研究所

以及中国信息协会、敦煌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近 30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50 余

名代表参加会议。 

参会代表结合实际案例，就 “科学计算资源共享”以及“科研管理信息化”采用

专题报告与开放式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并分享了各自在工作中的经

验及技术。本次会议同时就“科研信息化联盟”组织方式、会议周期、议题及专业技术

分组等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 

“科研信息化联盟”是由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自发组织和成立的为联盟成员单

位提供优质的技术交流平台，方便具有共同科研信息化需求的单位之间合作、交流，共

享科研信息化技术、知识和应用案例。 

 

CEPC 产业促进会 2018 年年会在高能所召开 

 

7 月 26 日，CEPC 产业促进会（CIPC）2018 年会在高能所报告厅召开，CEPC 各

系统相关的四十多家企业共计 80 余人共同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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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C 执行委员会主席王贻芳首先欢迎企业及成员代表参加年会，指出产业促进会

能够统筹科学和企业双方的力量开展 CEPC 设计、关键技术预研和产业化发展，也希

望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做好政策研究，推动项目宣传和地方合作研究。  

CEPC 产业促进会执行工作组组长高金林向与会单位汇报了 CIPC 2017 年工作总

结和 2018 年工作计划。会议审议通过了 CIPC 章程、执行主席团及工作委员会成员名

单以及 CIPC 新增成员单位，同时发布了 CIPC 牌匾制作等具体事宜。现场 CEPC 项目

17 个研究方向的代表单位做会议报告，各代表企业从自身角度出发，阐述了企业现状

和未来发展趋势、CEPC 对产业的发展影响、社会效益、关键技术研究等，进一步实例

说明了该项目是基础科学和产业实践的有效结合，基础研究价值和产业促进价值都十

分显著。 

CIPC 的工作不仅可以有效的推进 CEPC 项目进展，组织联合攻关突破关键技术，

加速技术研究对产业的引领带动，同时能有效帮助企业提升自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CEPC 产业促进会今后将继续推动 CIPC 成员撰写状态报告、预研合作等活动，共

同促进 CEPC 产业未来发展战略。  

 

CEPC 产业促进会分会及全体会议顺利召开 

 

11 月 12 日至 14 日，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产业促进会（CIPC）参加环形

正负电子对撞机-超级质子对撞机（CEPC-SppC）国际研讨会，并举行 CIPC 分会及全

体会议。 

在为期 3 天的分会报告中，CIPC 30 余家成员单位代表分别报告了参与 CEPC 加速

器关键技术研究、选址、土建设计和 CEPC 科学城规划等方面的工作进展，介绍了各自

公司背景情况，探讨了今后深入参与 CEPC 技术设计报告（TDR）阶段的工作设想、计

划及 CEPC 产业化准备工作。 

会议期间召开了 CIPC 全体会议，CEPC 机构委员会副主席、CEPC 指导委员会成

员、CEPC 加速器负责人高杰研究员，CIPC 主席高金林总经理共同主持会议。高杰首

先充分肯定了中国企业界及 CIPC 成员单位在完成 CEPC 加速器 CDR 阶段所起的重要

作用，并对 CIPC 在 CEPC TDR 阶段、CEPC 建设产业化准备阶段的角色任务和 CIPC

今后自身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希望。高金林代表 CIPC 成员单位表示，在 CEPC TDR 阶

段，CIPC 将一如既往积极深入地参与到 CEPC 相关研究和产业化工作中，进一步扩大

CIPC 成员单位组成规模和涵盖领域，为 CEPC 做出中国企业的应有贡献。会议期间，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CEPC-SppC 指导委员会主席王贻芳院士到会并与企业代

表进行交流和鼓励。 

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新增 13 家企业 CIPC 成员单位，并研究了 CIPC 在 TDR 阶段

中如何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到CEPC加速器及探测器团队的R&D研究工作中发挥更大

作用等议题。CIPC 作为 CEPC 技术研发和工业化准备的合作伙伴，在概念设计报告

（CDR）阶段积极参与了 CEPC 选址、土建设计、数字化模型建立、650MHz 高效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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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MDI 连接机构设计、MDI 高精度支撑结构机械设计、静电-磁铁分离器机械设计、

可移动准直器、磁铁机械设计、高功率制冷机研制、高温超导磁铁研制和 CEPC 科学城

规划设计等方面的合作研究，并将继续在 TDR 阶段与 CEPC-SppC 加速器和探测器团

队共同努力，在 2022 年按计划完成 CEPC 的 TDR 任务目标，并为自 2022 年到 2030 年

CEPC 的工程建设进行产业化准备。 

CEPC 国际顾问委员会高度评价了 CEPC-CIPC 合作机制、在 CDR 阶段的合作成

果和在 TDR 阶段的合作计划，肯定了 CEPC-SppC 关键技术研究对产业的引领带动作

用，建议进一步强化和发挥 CEPC-CIPC 合作机制和作用，积极应对各种技术问题和挑

战，为 CEPC 大科学装置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工业体系保障。 

 

高能所代表团参加第三十九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 

 

第三十九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于 7 月 4 日至 11 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由王贻芳所长

带队，中科院高能所 40 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高能所代表团应邀作了两个大会报告、

近 40 个分会报告和多个展板报告。报告内容涉及理论、加速器、探测器以及多个不同

实验项目。实验物理中心阮曼奇副研究员和温良剑研究员作为专题召集人分别主持了

加速器和中微子物理分会。 

两个大会报告中，娄辛丑研究员综述了四个未来国际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包

括 ILC、CILC、CEPC 和 FCC(ee)）的详细情况，包括物理目标、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实现下一代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可能的途径。房双世研究员作了奇异态强子的实验总结

的综述报告，包括了奇异态强子的最新实验进展、可能的理论解释以及下一步实验研究

方向的讨论等。 

会议期间，国际高能物理大会组织了针对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CEPC）

的卫星会议，从加速器设计、探测器设计以及物理性能研究等方面，对 CEPC 项目的进

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报告，邀请国际高能界积极参与 CEPC 项目。

本卫星会议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会上就进一步强化国际合作等关键问题进行

了详细讨论。 

针对高能物理的未来发展规划以及国际合作，大会组织了专门的高级别讨论。高能

所所长王贻芳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主任、加拿大粒子和核物理国家实验室

（TRIUMF）主任、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所长和美国费米实验室资深代表

作为嘉宾参加了讨论。 

会议期间，高能所的代表团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能物理学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做出贡献。本次会议也

极大增强了中、韩高能物理学界的交流，双方就下一步的交流达成初步计划。 

国际高能物理大会是全世界高能物理界规格最高，参与科学家最多的学术会议，涵

盖了高能物理的所有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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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贻芳院士被授予意大利共和国指挥官勋章 

 

10 月 11 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被授予意大利共和国指挥官勋

章。授勋仪式于 11 日下午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举行，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先生代表

意大利总统向王贻芳颁发勋章和证书。该勋章经总统签发，以表彰王贻芳对粒子物理研

究和促进中意科技合作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中国和意大利在粒子物理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开展

了包括与意大利格兰萨索（Gran Sasso）国家实验室的 LVD 实验、DAMA 实验和弗拉

斯卡蒂（Frascati）国家实验室的加速器与 KLOE 实验，以及西藏羊八井 ARGO 实验等

多方面的广泛合作与交流。经过多年的努力，中方的队伍得到锻炼和成长，一些基于中

国本土的大型实验开始逐渐走上世界舞台。自 BESⅢ实验开始，双方的合作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2004 年、2005 年，意大利教育、大学、研究部分别与中国科技部、中国科

学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基础研究领域合作逐渐增强。2008 年中国科学院与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签署共建联合实验室协议。意大利物理学家大规模参加了江

门中微子实验（JUNO），在 JUNO 国际合作组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2 年高能

所与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并设立年度会议机制，协调指导双方项目

合作。近年，双方合作进展顺利，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展，其中包括电磁卫星、eXTP、

HERD、CEPC 等许多重要的实验和项目。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前科技参赞曹建业等相关人

员出席了授勋仪式。 

“意大利之星”荣誉起源于 1947 年意大利共和国建立之初，是由首任意大利总统

恩里科·尼科拉(Enrico De Nicola)为二战后重建创立的“意大利仁惠之星”勋章。自 2011

年改革勋衔制度以来，这项殊荣每年颁发给为推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做出

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士和海外意大利人，涵盖文化、科技、商业、传媒、慈善等领域。该

奖项由意大利外交部报请，经“意大利之星”委员会商议筛选，最后由意大利总统确认

颁发，是对意大利做出贡献的国际人士所给予的最高荣誉之一。勋章分五个等级：大十

字骑士勋章 (Knight Grand Cross)、高级将领勋章 (Grand Officer)、指挥官勋章

(Commander)、将领勋章(Officer)、骑士勋章(Knight)。 

 

王贻芳获评“影响中国”2018 年度科技人物 

 

12 月 15 日下午，“影响中国”2018 年度人物荣誉盛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获评“影响中国”2018 年度科技人物。 

菲尔兹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为王贻芳颁奖时说：“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丁肇

中的弟子，他测得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誉为中国本土作出的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他是

第一个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人，他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实验高能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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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他领导的大对撞机项目概念设计报告正式出炉，他将尝试向粒子物理学的终

极问题发起挑战。” 

王贻芳在获奖感言中表示，今天获得的荣誉不是对我个人的褒奖，而是对整个中国

高能物理学界的褒奖。高能物理研究从来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工作。中国的高能物

理研究从小平同志推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到如今各项工作的开展，有了非常大

的进步，这些进步是过去四十年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对过去四十年社会各界对高能

物理的支持表示感谢。 

对于未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王贻芳表示科技工作者应有使命担当，立足自身思

考如何为国家科技发展做贡献。以高能物理学界推动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为例，这项

大科学工程具有重大科学意义，不仅能够带来巨大的科学回报，使得我国在高能物理领

域获得国际领先，同时可以引领技术发展，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对经济、科技体制发展

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2018 年度“影响中国年度人物榜”由《中国新闻周刊》严格遴选，并征求了有关

领域权威专家意见后评选发布，旨在梳理一年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重大

贡献的个人或团体，涵盖法治、科技、商业、文化、公益、体育等多个领域。获奖者和

获奖单位包括：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

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年度法治人物)，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年度文化人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年度科技人物)，中国乒乓球

协会主席刘国梁(年度体育人物)，知名导演文牧野(年度导演)，中国市长协会顾问、北

京爱尔公益基金会创会会长陶斯亮(年度公益人物)，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年度学者)，杨超越(年度演艺人物)，iTutorGroup 创始人、

董事长兼 CEO 杨正大(年度行业领袖)，贵阳市(年度城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年度

地方政府创新)，全球化智库(年度智库)和瑞幸咖啡(年度行业创新)。 

 

2018 年全国物理科普大会圆满举办 

 

为聚焦物理学前沿与热点、传播物理学知识、交流科普经验，9 月 17 日，由中国

物理学会、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由南开

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天津市物理学会、《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承办的 2018 年全国物理

科普大会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200 余名大中学校及科研院所的物理教

师、科研人员和物理爱好者、科普工作者等参会。 

南开大学葛墨林院士，中科院物理所王鼎盛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龚旗煌院士，中

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吴岳良院士，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张双南研究员、邢志

忠研究员，清华大学王亚愚教授，南开大学宋峰教授，北京四中前校长刘长铭等参会并

作科普报告。南开大学副校长许京军、天津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刘冰、中国物理学会科

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张闯、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院长罗延安在开幕式上致辞。 

许京军代表学校向与会专家学者到访南开大学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科普工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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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有助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国民科学素养，长期以来，南开大学积极参与多种

形式的科普活动，努力贡献南开智慧与力量。他希望大家通过此次会议交流思想，分享

研究成果、教学方法，携手助推物理教育不断发展进步。 

刘冰介绍了天津市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并指出天津长期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

学普及活动，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希望大家通过此次大会充分交流，为建

设美丽新天津作出更多新的贡献，继续支持天津高教事业发展建设。 

张闯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向与会专家学者对大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谈到，中国物理

学会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积极促进物理学和有关科学技术的普及和

推广，希望大家积极研讨学习，要像办好秋季学术会议那样，办好科普大会。 

罗延安代表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及天津市物理学会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并表

示学院和学会将继续做好科学普及工作，助推物理学繁荣发展。 

在大会分会场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物理科普与教学等主题进行了物理知识科普、

学术交流分享，以及“物理科普与教学方法展演”活动参赛作品的展示。 

9 月 17 日晚，大会举行了学术沙龙活动，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主题“物理科普与教

学”阐述学术观点、分享研究成果，并进行互动交流，现场气氛异常热烈。 

会议还组织参会人员前往天河超算中心参观学习，与会者了解了国家超级计算天

津中心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及应用，观摩了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 

9 月 18 日的闭幕式上，罗延安，南开大学李学潜教授，刘长铭，清华大学薛平教

授，中科院高能所文献信息部郑文莉主任分别为“物理科普与教学方法展演”活动获奖

者颁发了奖杯和证书。张闯对大会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 2018

年全国物理科普大会的全体参会者和志愿者的倡议书，提出要积极投入物理学的科普

工作，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两天的科普报告时间安排非常紧凑，晚上的沙龙持续到夜里 10 点多。参会者表示，

这次会议是一场科普的盛宴，可以听到 10 位院士、专家对物理学前沿的通俗讲解，是

很难得的机会。“参会代表听入迷，场场延时忘午餐”，期待下一次科普大会的召开。 

本次科普大会，延续了中国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大学）等单位于 2009 年和 2012 年联合组织的第一、二届

“现代物理与 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研讨会的传统，推介科学前沿、弘扬科

学精神。《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参与了从会议内容筹划到组织落

实的全过程，高能所文献信息部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大量的会场支持和服务工作，为首届

全国物理科普大会的圆满召开贡献了力量。 

 

景德镇市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院士工作站建立 

 

11 月 29 日上午，2018 年景德镇市院士工作站授牌仪式在紫晶宾馆隆重举行。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存峰、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74 - 

 

多学科研究中心研究员冯向前等人出席授牌仪式。景德镇市委书记钟志生为建站单位

授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锋代表市委、市政府发表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

春萍主持授牌仪式。 

陈和生表示，景德镇市委、市政府和景德镇市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为院士工作

站的成立做出了大量辛勤的准备工作，希望借助院士工作站这一创新平台，为景德镇重

大项目开发、科技合作交流、高层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专家团队将发挥所长，

为景德镇市产业科技进步发展出点子、献计策、添动力，促进景德镇科技强市之路越走

越宽广、越走越自信，让这座城市充满魅力和活力。 

刘锋指出，院士作为专业领域内最高水平的代表，是全社会的稀缺人才资源。院士

工作站的建立，对于加快引进高端科技人才，促进产、学、研结合，全面增强企业创新

能力，推动景德镇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推动景德镇市“3+1+X”产业

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实施“三个五”战略行动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景德镇市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院士工作站是开展陶瓷溯源检测技术研发及应

用的重要平台。通过核技术在陶瓷质量溯源、古陶瓷断源断代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研发

陶瓷溯源先进检测设备，制定检测方法及标准，助力陶瓷原产地保护和陶瓷文化科技保

护工作，推动陶瓷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陶瓷产品质量提升。 

出席授牌仪式的市领导还有市人大副主任唐良，市人大副主任、乐平市委书记俞小

平，副市长张良华。 

 

与对撞机的亲密接触 

高能所参加中科院北京分院首届“科学传播月”活动 

 

5 月 27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功举办了主题为“与对撞机的亲密

接触”的大型开放活动，这是中科院北京分院首届“科学传播月”的第二场活动，共吸

引了 300 多名各界公众。 

开幕式于 9:00 在高能所报告厅举行，党委书记潘卫民研究员对各界来宾表示欢迎，

并介绍了高能所概况。接着，张闯研究员介绍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高能所对开幕式及科普报告进行了网上直播。 

高能所免费开放了北京玉泉路园区部分工作区域，包括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直线

加速器速调管长廊、北京谱仪 III 控制室、计算中心、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博展馆等，

并通过展板的形式介绍了研究所历史、高能所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研发产品、纳米

科学等。一线科研人员和学生志愿者用通俗的讲解吸引公众驻足了解并沟通交流。 

高能所为活动精心准备了 3 个有趣的科学小实验。高能所老科协成员沈长铨老师

通过讲解和演示“宇宙线扫描仪”，使公众形象地感受到宇宙线就在身边。学生志愿者

演示了用特斯拉线圈点亮灯泡、用手电筒的光驱动磁悬浮电机的转子不停转动。 

活动中还展示了由高能所主办的中高端科普杂志《现代物理知识》、2 本英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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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以及高能所人员编著的 2 部科普图书。高能所邀请出版社来现场出售科普图书，

张闯研究员为公众签名。 

此外，高能所还在活动现场进行了招生招聘咨询，并向公众赠送了宣传册、公众科

学日纪念衫等。  

 

高能所第十四届公众科学日 微观世界探秘之旅 

 

5 月 19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功举办了主题为“微观世界探秘之

旅”的公众科学日活动。这是高能所一年一度的科普盛事，高能所与社会各界公众探秘

微观世界、共享科普盛筵。 

开幕式于 8:30 在高能所报告厅举行，副所长陈刚主持，党委书记潘卫民研究员对

各界来宾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高能所概况。 

接下来是 3 场精彩的科普报告。秦庆研究员介绍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高能同

步辐射光源，陈和生院士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卢方军研究员介绍了“慧眼”卫星。 

高能所免费开放北京玉泉路园区部分工作区域，包括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直线加

速器隧道、储存环隧道、北京谱仪 III 及控制室、计算中心、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博展

馆等。公众驻足观看并聆听讲解，与前沿科技零距离接触。 

3 个科技小实验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兴趣。高能所老科协成员沈长铨老师通过讲解和

演示“宇宙线扫描仪”，使公众形象地感受到宇宙线就在身边。学生志愿者演示了用特

斯拉线圈点亮灯泡、用手电筒的光驱动磁悬浮电机的转子不停转动。 

活动中还展示了由高能所人员编著/翻译的多部科普图书，并邀请了出版社现场出

售热门科普图书，张闯研究员、卢方军研究员、杨长根研究员、刘朝峰副研究员到场为

公众签名。高能所主办的中高端科普杂志《现代物理知识》和 2 本英文科技期刊也亮相

此次活动。此外，高能所还进行了招生招聘咨询，并向公众赠送了 1000 多份宣传册、

公众科学日纪念衫等。 

19 日当天，高能所东莞分部也向公众免费开放了中国散裂中子源装置，并举行了

科普报告等多项活动。 

 

高能所获批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8 项 

 

8 月 16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式公布了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受理

期项目评审结果。在集中受理期，高能所共获批各类项目 78 项，获批项目数和经费较

2017 年分别增长 15%和 6%。 

本次高能所共获批面上项目 32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2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2 项、重点项目 3 项、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1 项，联合基金 18 项。其

中粒子天体中心陈明水、多学科中心谷战军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实验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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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苑长征、粒子天体中心王建民、理论物理室周顺获重点项目资助，实验物理中心温良

剑获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资助。 

2018 年，在所领导高度重视下，科研计划处和各研究室采取多种措施组织动员，

充分发挥学科专长的作用，强化所内评审，确保了稳定的增长势头。我所将进一步做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组织申报工作，争取在明年取得更好的成绩。 

 

“伽玛光子对撞机和相关前沿科学”香山会议召开 

 

主题为“伽玛光子对撞机和相关前沿科学”的第 631 次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至 31 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北京大学赵光达院士、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王乃彦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陈和生院士、上海光机所李儒新院

士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张闯研究员担任会议执行主席。来自国内外近 20 家单

位的 40 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伽玛光子对撞机与新物理，伽玛光子对撞机建造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和伽

玛光子对撞机延伸应用平台等中心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在充分交流与讨论

的基础上，一致建议加紧 MeV 量级伽玛光子对撞机的预先设计研制，加强国内外各相

关单位的合作，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尽快立项建设。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 月 22 日上

午在高能所召开，中科院条财局彭良强研究员、LHAASO 工程科技委大部分委员和

LHAASO 工程经理部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工程科技委主任赵政国院士主持。 

高能所副所长陈刚首先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专家们长期以来

对 LHAASO 项目的关心与支持。彭良强代表中科院条财局宣读了《关于成立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通知》，并代表院条财局向与会委员颁发了聘书。随

后，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详细地介绍 LHAASO 项目概况、工程进展及物理研究

目标。与会专家认真听取完报告后，与 LHAASO 工程经理部成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

讨论，提出应特别注重工程质量及进度管理的建议。与会委员还共同审议并通过了《高

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章程》。 

LHAASO 工程科技委是工程领导小组和经理部的科技咨询机构，将在工程建设过

程中评议工程进展，针对重大工程决策提出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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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AASO”亮相 2018 全国双创周 

 

2018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以下简称“双创周”）于 10 月 9 日至 15

日在四川成都菁蓉国际广场举行，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项目亮相本次“双

创周”，多项在 LHAASO 项目中产生的创新技术成果受到广泛关注。  

展会期间，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一行调研了 LHAASO 展位，LHAASO 工程经理曹

臻研究员向彭宇行副省长汇报了工程的进度，介绍了实现国产化并在高能物理实验中

大规模使用的大面积微通道板型 20 吋光电倍增管，以及在高能物理实验中首次大规模

运用的硅光电放大器。陪同调研的还有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

安，成都分院分党组副书记、纪检组组长王嘉图。 

此外，本次展会上 LHAASO 还向公众展示了工程全息沙盘、宇宙线描迹仪、《中国

物理 C》、《辐射探测技术与方法》、《现代物理知识》等展品。  

本次“双创周”主题是“高水平双创，高质量发展”，设立成都主会场和北京、上

海、深圳、沈阳、武汉、西安 6 个分会场，本次“双创周”共有 2200 个由全国各部委、

省、市等推荐的项目参与评审，通过发改委、科技部、中国科协等国家级单位层层选拔，

最终 150 家单位参与成都的主会场活动。 

 

江门中微子实验第十一次国际合作组会在南京大学召开 

 

1 月 22 日至 26 日，江门中微子实验第十一次国际合作组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

中科院高能所、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 20 多个国内单位的

160 多名研究人员和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捷克、比利时、巴西、智利、

泰国、斯洛伐克等国家的 80 多名国外合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介绍了实验项目的进展情况，合作组委员会主席 Marcos Dracos

介绍了新申请加入合作组的单位。本次合作组会完成了探测器安装、软件、电子学、光

电倍增管部署、有机玻璃板材生产等评审，各系统在大会上报告了最新进展及接下来的

工作计划，各自举行了分会讨论。此外，会议还制定了未来半年的工作计划等。 

本次会议批准了郑州大学正式加入合作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测

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东华理工大学成为新的观察员单位。正

式合作组成员单位达到 72 个，观察员单位 5 个。 

会议决定第十二次合作组会将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在中科院高能所召开。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完成选址现场踏勘工作 

 

8 月 27 日，在院条财局基建办的组织下，院条财局李衡副局长、特聘专家孔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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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建安和通用设施等各专业的 8 名评审专家，对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项目选

址现场完成了踏勘工作。 

在现场踏勘前的沟通会上，李衡指出，HEPS 是怀柔科学城标志性项目，在院、市

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高能所、电子院的共同努力下，虽面临着巨大的开工压力，但仍然把

前期工作做得较为扎实。他希望，为推动项目未来工作更加顺利开展，请参加此次踏勘

的各位专家多提宝贵意见。HEPS 工程副经理徐刚简要介绍了 HEPS 项目概况及进展情

况。与会专家就关心的问题与高能所、电子院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和讨论。 

沟通会后，孔繁文带队赴 HEPS 选址现场进行实地踏勘。专家们对照图纸认真考察

了 HEPS 场址及周边环境，就项目建设内容和方案、实施条件、可能面临的关键问题等

进行了现场交流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 HEPS 初设报告方案评审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次现场踏勘工作得到了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筹备办、中科院北京综合研究中心的

大力支持。 

 

第七次 IHEP-INFN 双边合作会议在意大利召开 

 

5 月 9 日至 10 日，第七次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与意大利国家核物

理研究院（INFN）双边合作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等一行 10 人、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院长 Fernando Ferroni 等一行 20 人参加了会议。我国驻意大

利大使馆科技参赞曹建业应邀参加会议并致辞。 

会谈中，双方就物理及探测器前沿问题、北京谱仪Ⅲ物理研究现状、江门中微子实

验、天体物理研究相关情况、医学物理应用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交换了意见。双方

表示将继续开展合作互惠互利，促进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发展。  

双方决定下一次合作会议于 2019 年在北京举行。  

 

第二届国内二次电子发射特性研讨会在东莞分部召开 

 

5 月 6 日至 8 日，第二届国内二次电子发射特性研讨会在东莞分部召开。来自西安

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STAIB 公司

及高能所等单位的近 4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工程副经理傅世年研究员在会议开幕致词中说，CSNS 工

程建设已通过中科院组织的工艺鉴定和工艺验收，将于今年上半年按期通过国家验收，

现正在积极进行用户发展；二次电子发射现象在加速器中研究较多，包括电子云效应，

高频腔二次电子倍增抑制、高功率陶瓷窗二次电子倍增抑制等，同时高能所在光电倍增

效应方面也研究较多，例如江门中微子项目中的光电倍增管研发应用等。他表示，希望

与会专家与高能所共同携手，在二次电子发射领域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本次会议吸引了国内多位二次电子发射领域的专家，对各自研究领域进行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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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相互了解了最新研究成果。二次电子研究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在航天材料、

绝缘材料、半导体材料、涂层镀膜特性、材料表面处理工艺等都有所涉及。 

参会学者还先后参观了 CSNS 工程沙盘、环隧道、环中控室、靶站大厅、测 2 试验

大厅等，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 CSNS 加速器的实体结构，增强了对国家重大科技研

究基础设施的了解。  

 

中国散裂中子源第十次国际评审会在莞召开 

 

11 月 12 日至 14 日，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工程经理部在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

部召开了 CSNS 国际顾问委员会第十次评审会。来自英国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日

本 J-PARC 国家实验室等科研机构的 9 位国际知名专家，对 CSNS 的进展以及未来发展

计划进行了评审。 

CSNS 工程经理陈和生院士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 2018 年 CSNS

调试运行取得的主要进展，以及 CSNS 二期升级计划。陈和生表示，CSNS 取得今天的

成果离不开国际顾问委员会专家们十多年来给予的建议和帮助，衷心感谢专家们对

CSNS 的支持。 

CSNS 加速器分总体副主任王生和实验分总体副主任梁天骄、辐射防护组组长吴青

彪分别介绍了加速器调试运行、靶站及谱仪调试运行和辐射安全有关进展情况。与会专

家分别听取了各系统的 19 个进展报告，详细了解各系统调试运行和用户培养方面的进

展情况，还听取了关于 CSNS 二期工程的 3 个汇报。 

会议期间，专家们参观了直线隧道、环隧道、靶站谱仪大厅等。专家对 CSNS 取得

的一系列喜人成绩表示祝贺，对 CSNS 全体员工敬业及奉献精神表示敬重。专家们对

CSN 调试运行、加速器和靶站功率提升、二期谱仪建设、用户培养，以及建设世界级

的中子科学设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陈和生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希望专家继续关注和支持 CSNS。 

 

中国散裂中子源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11 月 27 日，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科院高能

所东莞分部召开。会议由科技委主任沈保根院士主持，包括 9 名院士在内的共 26 位科

技委成员参加了会议。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致欢迎词，他感谢与会专家长期以来对 CSNS 的关心与支持，

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听取专家对 CSNS 运行开放和升级改造的建议和意见。CSNS 工程总

指挥陈和生院士在工程总体情况报告中汇报了一期工程建设实施情况、运行开放情况、

二期工程规划等内容，并展望了 CSNS 的未来发展。 

会上，东莞分部副主任王生、梁天骄和王芳卫研究员先后作了题为“CSNS 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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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流功率升级”、“CSNS 靶站功率升级”和“CSNS 中子散射谱仪规划”的报告。 

经认真讨论，与会专家认为 CSNS 谱仪建设总体规划以及二期工程初步方案合理

可行，希望 CSNS 尽快达到打靶束流功率设计指标，努力实现稳定高效运行，不断提高

设备性能和对用户实验的服务水平，为国家相关领域发展战略需求和交叉前沿科学研

究提供先进的研究平台。与会专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启动 CSNS 二期工程，以满

足广大用户的迫切需求。 

最后，陈和生院士感谢各位专家对 CSNS 未来发展规划以及下一步运行、管理、开

放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指出，CSNS 作为用户装置将以做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的科学成果作为最终目标，并希望继续得到各位专家的指导与帮助。 

 

张涛调研高能所 

   

2 月 27 日，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涛到高能所进行调研。 

张涛一行首先参加了在高能所召开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

听取了高能所副所长秦庆关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总体方案》的报告。张涛在发言中指

出，北京市正在大力推动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北

京科创中心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它将集中布局和规划建设若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

为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要尽快落实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建设条件，进

一步完善项目建设方案，力争年底前开工建设。 

随后，张涛参观了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科学运行中心、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预研设

备及试验隧道、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核技术实验室、光电倍增管实验室和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高能所正在推进中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座谈

会上，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向张涛介绍了高能所的基本情况、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工作进

展和未来发展规划。张涛在总结中肯定了高能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将积极关注高能所的

未来发展。 

中科院条财局和高能所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刘伟平调研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王贻芳团队的科学家工作室 

 

2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来高能所调研国家“万人计划”

杰出人才王贻芳团队的科学家工作室建设情况。  

刘伟平实地调研了束调管、超导腔、高温超导磁铁、光电倍增管、电子学等五个实

验室，听取了王贻芳科学家工作室建设情况的汇报，重点围绕科学家工作室建设所需政

策支持问题，与研究所相关负责人、科学家工作室核心骨干和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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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调研中，刘伟平认真听取科学家工作室建设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以及需要支持的

政策建议，共同探讨解决思路和措施，并征求了加强中科院青年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的

意见建议。  

刘伟平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提出了明确要求，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目标，特别是中

科院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很重要的是要依靠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家工

作室是国家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要充分发挥好平台作用、用好用足政

策，培养和凝聚优秀人才，不断取得原创性重大科研成果。他同时表示，将根据征求到

的意见建议，研提和完善中科院涉及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提升中科院人才工作成效，加

快建设国家创新人才高地。  

中科院人事局局长孙晓明、人才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宋琦参加调研。高能所所长王贻

芳、纪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罗小安等陪同调研。  

   

东莞市副市长刘炜一行访问高能所 

 

5 月 17 日，东莞市副市长刘炜一行访问高能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罗小

安、东莞分部副主任王生等参加了接待。 

王贻芳在座谈会上首先致辞，感谢东莞市政府在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东莞中子科

学中心、硼中子俘获治疗项目以及地方科技奖励政策等方面给予的支持，介绍了“先进

南方光源”的有关情况。 

刘炜表达了东莞市政府对“先进南方光源”建设的关切，希望得到所里的大力支持，

同步辐射和中子散射是互补的两种先进研究手段，南方光源和散裂中子源将形成集群

效应，为基础科学、应用基础科学和高技术产业化提供最先进的研究平台。 

随后，双方就散裂中子源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最大程度发挥装置的作用，协调推动

“材料科学广东省实验室”的建设等方面交换了意见。 

 

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主任访问高能所 

 

6 月 6 日，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Levai Peter 教授访问高能所，匈

牙利驻华使馆科技参赞 Lili Siklos 女士陪同访问。高能所纪委书记魏龙及相关人员参与

了接待。 

魏龙对 Levai Peter 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所科技成果技术转

化情况和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的科研现状。Levai Peter 对高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并介绍了匈牙利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的科研现状、技术转化情况。他表示，维格纳物理

研究中心与高能所有长期的合作，他本人也多次来访高能所，期待双方在科技成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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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等新领域进行实质性合作。 

 

中科院副院长李树深调研高能所 

 

9 月 3 日，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树深到高能所调研。 

在高能所所长王贻芳等领导的陪同下，李树深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

仪、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光电倍增管和微电子学实验室等科研设施和实验室。现场调研

结束后，李树深听取了高能所情况汇报，包括科研成就、未来发展设想、研究生教育、

研究所管理及网信建设情况等。 

李树深对高能所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针对研究所面临的具体问

题给出了指导意见和建议。他希望高能所坚持研究所的定位，认真规划，做好布局，依

托大科学装置，加强科教融合，努力将研究所打造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综合性、

多学科研究基地。 

中科院前沿局局长高鸿钧、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王树志、中科院前沿局副局长黄敏

等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纪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副所长

罗小安，副所长秦庆、陈刚等参加了调研活动。 

 

瑞士航天局局长一行访问高能所 

 

9 月 12 日，瑞士航天局局长 Renato Krpoun、瑞士空间科学中心副主任 Grégoire 

Bourban 以及瑞士驻华大使馆和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相关代表访问了高能所，高能所纪委

书记魏龙致欢迎辞。高能所所长助理、空间项目经理卢方军研究员，粒子天体中心主任、

空间项目首席科学家张双南研究员，实验物理中心副主任朱科军研究员，党政联合办主

任郭立军以及中国空间站高能宇宙辐射和暗物质探测设施（HERD）项目组的技术骨干

等参会。 

Renato Krpoun 局长一行听取了卢方军研究员关于高能所空间项目概况的介绍，包

括已经发射的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HXMT）、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DAMPE）、

中国空间实验室伽马暴偏振仪器（POLAR），研制中的中法合作多波段伽马暴卫星

SVOM 载荷、爱因斯坦探针上的后随望远镜（EP/FXT），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

监测器（GECAM），规划中的大型旗舰级项目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

（eXTP）、中国空间站高能宇宙辐射和暗物质探测设施（HERD）以及中国空间站上的

伽马暴偏振探测仪器（POLAR2）。 

中国和瑞士在空间项目上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会上双方就中瑞合作项目开展了

详细的讨论，包括 DAMPE 卫星、POLAR 载荷、eXTP、HERD 以及 POLAR2 等等，

并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在空间项目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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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 

 

9 月 17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在北京会见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主任 Fabiola Gianotti 一行。 

张涛首先对 Gianotti 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中科院集科研、教育、

战略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架构以及中科院的战略任务。 

Gianotti 介绍了 CERN 的组成概况、使命、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长期研究计

划。她着重介绍了 CERN 与中国相关科研机构特别是中科院的合作情况，期待中国科

学家在 LHC 实验、先进加速器技术、先进网格计算技术等国际合作研究中取得更令人

瞩目的成果。 

双方还深入探讨了如何加强不同国家机构间协作，通过大型国际合作的模式整合

集中全球优秀专家人才及尖端设备和技术，以及如何根据高能物理的学科特点，对相关

合作予以针对性支持等问题。 

CERN 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物理学实验室，是世界前沿科学和尖端技术的汇集地。

现有正式成员国 22 个，还有许多国家以准成员国或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了 CREN 合作。 

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国际合作局、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相

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代表团访问高能所 

 

9 月 16 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总主任 Fabiola Gianotti 教授一行四人访问

中科院高能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秦庆、副所长陈刚、陈

和生院士等接待了 CERN 代表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赵政国院士、北京大学高原宁教

授、南京大学金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周代翠教授、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邹冰松研究员等

参加了会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物理二处副处长李会红、国际合作局亚

非及国际组织处主管孙姝娜，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数理化学处卢宇副研究员陪同

参会。 

王贻芳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Fabiola Gianotti 教授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

CERN 近期的科研情况。随后，会议围绕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的四大实验、加速

器技术、高能物理计算、阿尔法磁谱仪（AMS）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开展专题报告和研

讨。最后，王贻芳作总结报告，他回顾了中国与 CERN 的合作历史，指出了双方合作

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建立中国-CERN 联合实验室的概念及初步设想。 

双方通过深入研讨，同意尽早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并就双边定期会

议达成一致意见，未来每年在中国和 CERN 轮流承办双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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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双方签署了大型强子对撞机高亮度升级项目中的超导磁体（HL-LHC CCT ）

相关合作协议。 

9 月 17 日，中方代表陪同 CERN 代表团赴中科院、科技部、基金委访问，并与相

关部委领导进行了会谈。 

 

加拿大前联邦政府亚太事务部多元文化部部长一行 

访问高能所 

 

9 月 17 日，加拿大前联邦政府亚太事务部、多元文化部部长 Raymond Chan 先生

率加拿大国家粒子与核物理实验室（TRIUMF）代表团一行 8 人访问高能所，高能所纪

委书记魏龙、所长助理董宇辉及相关人员接待了加拿大代表团。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夏海鸿、加拿大 Innotechcan 科技投资公司总裁 Sheng Linkuan 等 5 人陪

同访问。 

魏龙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的科研现状和核技术应用情

况。Raymond Chan 对高能所的接待表示感谢并对高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随后，

加方介绍了 TRIUMF 及其科技发展公司的情况、相关生命科学研究及 TR100+加速器

的研发情况。 加方代表团对高能所开展的技术成果转化工作表示了浓厚兴趣，希望双

方能在成果转化方面开展实质的合作。 

会后，代表团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北京

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席访问高能所 

 

12 月 11 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席 Antoine Petit 教授、CNRS 国家

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院（IN2P3）主任 Reynald Pain 教授一行 5 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陈刚、所长助理曹俊等相关人员接待了法国代表团。CNRS

中国代表处主任 Antoine Mynard、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科技参赞 Pierre Lemonde、中国驻

法国大使馆科技参赞孙玉明等陪同访问。 

王贻芳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的科研现状和中法合作情

况。法方代表团成员 Eric Kajfasz 教授介绍了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的现状和未来方

向。Antoine Petit 教授对高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对 CNRS 参与江门中微子实验等

合作表示支持。双方表示，将续签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并讨论在此基础

上，推动建立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进一步加强合作。 

会前，高能所纪委书记魏龙及相关人员陪同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同步

辐射装置、计算中心、液闪实验室、核成像实验室和光电倍增管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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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调研我院在粤大科学工程 

 

4 月 27 日至 28 日，中科院副院长张涛先后来到深圳和东莞，分别对高能物理研究

所在粤两项大科学工程——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进行调研。  

27 日，张涛一行参观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听取了高能所所长王贻芳汇报该装

置取得的实验成果，以及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建设进展，并对两项装置给予了高度评价。  

28 日，张涛一行来到高能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中子源进行调研。高能所所长

王贻芳、副所长陈延伟、CSNS 工程总指挥兼工程经理陈和生、常务副经理马力、副经

理奚基伟参加了调研座谈。  

张涛参观了 CSNS 直线加速器、快循环同步加速器和靶站谱仪大厅，并听取了陈

和生院士汇报 CSNS 工程进展。他表示，此次调研“印象非常深刻”，CSNS 作为一项

“国之重器”，对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张涛对 CSNS

建设的高水平表示肯定，感谢建设人员十多年来的辛勤付出。 

张涛提出，希望 CSNS 能真正发挥出装置的作用，利用研讨会以及开放基金等各

种方式更好地进行用户培养和应用推广，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张涛建议 CSNS 充

分利用地域优势，进一步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满

足国家的战略需求。  

调研过程中，张涛还听取了近代物理所徐瑚珊有关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加

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CiADS）工作进展的汇报，并对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和广州分院等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高能所团委荣获 2017 年度“中科院五四红旗团委”称
号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纪念全国科

学大会 40 周年，弘扬五四精神，5 月 3 日，中科院团委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 99 周年暨

纪念“科学的春天”40 周年主题活动。 

本次大会表彰了 2017 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五四红旗

团委和五四红旗团支部。高能所团委获评“2017 年度中科院五四红旗团委”称号，加

速器团支部荣获“2017 年度中国科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计算中心魏占辰被授

予“2017 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高能所广大团员、团干部和基层团组织将以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为榜样，继

续奋发有为，不忘初心，紧跟党走，努力使所团的工作和建设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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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苏若那里理工大学校长一行访问高能所 

 

5 月 16 日泰国苏若那里理工大学（SUT）校长 Weerapong Pairsuwan 一行 6 人访问

高能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陈刚、所长助理曹俊及相关人员参与了会见。 

陈刚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的科研现状。曹俊介绍了

江门中微子实验相关情况。Weerapong Pairsuwan 校长对高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他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的合作，尤其是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合作。 

会后，代表团参观了光电倍增管实验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沙盘、北京同步辐射设

施等相关实验室。    

 

石景山区区委书记于长辉一行到高能所调研 

 

5 月 29 日，石景山区委书记于长辉一行到高能所调研，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党委

书记潘卫民，纪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副所长秦庆、陈刚等参加了

接待。 

在潘卫民等的陪同下，于长辉一行首先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模型、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储存环隧道、北京谱仪及控制室、北京同步辐射装置。 

座谈会上，王贻芳对石景山区区委区政府长期以来对高能所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

绍了高能所发展情况及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项目情况。于长辉对高能所多年

来在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赞赏。他表示区委区政府将全

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与高能所携手合作，充分发挥好区位优势、人才优势和产业优势，

共同建设石景山科技园区。 

王贻芳表示高能所将建设好石景山区 CEPC 院士工作站，继续推动技术转化成果

在石景山区落地，为石景山区的科技创新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马兴瑞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2 月 24 日，广东省省长马兴瑞率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东莞市松山湖科技园考察

调研，第一站来到中国散裂中子源，详细了解工程进展，现场参观了直线隧道、环隧道

及中控室。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中科院高能

所副所长陈延伟陪同调研。  

马兴瑞听取了陈和生院士关于散裂中子源基本情况、装置原理、应用前景、未来发

展等内容的汇报，对装置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马兴瑞同时指出，希望散裂中子源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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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申请二期谱仪建设，并将更多大科学装置落户在广东，广东省和东莞市将继续给予

大力支持。同时，装置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域优势，要充分利用香港地区的资源，促

进相关领域的合作。  

 

东莞代市长肖亚非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3 月 8 日上午，东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肖亚非履职后首次来到中国散裂中子源调

研。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东莞分部副主任王生陪同调研。 

肖亚非在沙盘模型前听取了陈延伟对于中国散裂中子源情况的详细汇报，包括我

国建设大科学装置的背景，以及中国散裂中子源从立项、选址到建设的全部过程。陈延

伟对东莞市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肖亚非关切地询问了散裂中子源的应用、谱仪建设与规划、硼中子俘获治疗项目合

作情况、装置能力建设等内容，并在环中控室听取了松山湖党工委副书记欧阳南江关于

中子科学城的汇报。 

   

李希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3 月 28 日，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到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调研，观看了 CSNS 沙

盘，并参观了直线加速器隧道、快循环同步加速器隧道及加速器中央控制室。CSNS 总

指挥和工程经理、中科院院士陈和生，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参加了调研。 

李希首先听取了陈和生院士对于 CSNS 概况、原理和应用等内容的介绍，他对于

CSNS 的成功建设表示祝贺，充分肯定了 CSNS 科研人员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做出的贡献，要求广东省和东莞市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在加速器中央控制室，李希听取

了松山湖党工委副书记欧阳南江关于东莞规划建设中子科学城的汇报，李希强调，要吸

引更多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落户，形成大科学装置集群，推动广东省基础研究上新水平。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宋秀岩访问中国散裂中子源 

 

3 月 29 日下午，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一行来到中

国散裂中子源（CSNS）参观访问。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党政办副主

任刘忱，人资办副主任、妇女小组副组长方秀华，CSNS 女科技工作者代表宋洪、李藜、

何伦华等接待了来宾。  

宋秀岩在沙盘前听取了陈延伟对 CSNS 项目情况的详细汇报，包括 CSNS 的概况、

科学原理和应用前景。随后，参观了环中控室和靶站大厅，现场了解了 CSNS 的设计和

建设情况，并听取女科技工作者们讲解了在各自领域开展的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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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秀岩高度肯定了 CSNS 工程的建设成就。她非常关心女科学家们的科研工作和

生活，参观结束后，她特别请现场接待人员转达对 CSNS 女科技工作者们的问候，向广

大女科技工作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在完成 CSNS 工程建设任

务的同时，向广大女同胞做好科普工作，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奋斗。  

东莞市副市长喻丽君、市妇联及松山湖妇联负责人陪同访问。借此机会，东莞分部

妇女小组加强了与属地妇女组织的联络交流，有利于妇女工作的开展。  

 

林少春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4 月 14 日上午，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林少春率领省发改委、科技厅有关领导，来到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进行专项调研。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参加了

调研和座谈。 

林少春在 CSNS 沙盘模型前听取了陈延伟对于 CSNS 工程概况、建设历程、原理、

进展、应用等内容的详细介绍，并赴现场参观了直线加速器、快循环同步加速器、环中

央控制室、通用粉末衍射谱仪及其控制室。在靶站谱仪大厅，林少春听取了中子科学部

主任王芳卫对于 CSNS 谱仪用户情况，及近期开展用户实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详细

汇报。 

在环中央控制室举行的座谈会上，林少春表示对 CSNS 的建设感到震撼，并评价

这一工程是我国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体现。他还表示，广东省和东莞市将对 CSNS 的

各项需求和能力建设提供大力支持，并积极支持更多大科学装置落户及前期开展的预

制研究工作。 

东莞市委书记梁维东、常务副市长白涛等陪同调研。 

 

黄宁生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4 月 22 日，广东省副省长黄宁生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CSNS 工程经理陈

和生院士，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东莞分部副主任奚基伟、王生参加了

调研座谈。 

黄宁生了解了 CSNS 的最新进展，并传达了近期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省长马兴瑞、

常务副省长林少春调研 CSNS 的指示精神。黄宁生表示，广东省将大力支持中国散裂

中子源能力建设，希望进一步加快推进南方光源预制研究工作。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瑞军、广东省办公厅副主任唐小兵等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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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代表团考察中国散裂中子源 

 

4 月 21 日上午，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等 40 多位代表组成的

考察团访问中国散裂中子源。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东莞分部副主任王

生等接待了来宾。   

代表团首先观看了散裂中子源最新的宣传视频。陈延伟在沙盘前介绍了我国大科

学装置的由来，以及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概况、原理、应用和最新进展。随后，代表团赴

现场参观了直线加速器、快循环同步加速器以及环中央控制室。代表们表示，能进入装

置内部近距离考察机会难得，对装置的“高精尖”设备感到震撼，纷纷竖起“大拇指”

合影留念。 

代表团成员表示，中国散裂中子源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属于“国之重器”，

近距离接触之后，“大开眼界”。有代表盛赞，中国散裂中子源利用中子散射技术，帮助

各个领域的科研人员探索物质材料的微观结构，希望日后香港高新产业能与散裂中子

源多合作交流，利用国家级的技术提升产出质量。 

代表团此行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互动与交流，增强了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以及对粤港澳大湾区总体概念和发展现状的认识。香港无线电视台、凤凰卫视、

澳亚卫视、香港商报、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等 20 多家香港新闻媒体密切关注此次

来访，并进行了大量报道。 

据悉，此次访问是由香港特区立法会组织的联席职务访问，特区立法会 4 个委员

会共 32 名议员参加。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

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陪同参加访问活

动。 

 

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考察团访问散裂中子源 

 

6 月 5 日下午，以香港第六届立法会议员马逢国为团长的 30 多位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国人大代表来到中科院高能所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专题调研粤港

澳大湾区规划建设、国家科技发展等有关情况。香港中联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大朗

镇政府等相关领导陪同参观。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院士，高能所东莞分部

副主任王生等接待了来宾。 

考察团在观看散裂中子源宣传视频后，听取了陈和生关于散裂中子源的建设进程，

装置概况、原理、应用和最新进展，以及与香港多所大学合作情况的介绍。陈和生表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两地之间的交往日渐密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同胞

到访过散裂中子源。他希望未来双方能在科研领域有进一步深入合作。 

随后考察团赴现场参观了直线加速器、快循环同步加速器、环中央控制室以及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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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仪大厅。代表们表示，能进入这个“国家级”、世界前沿的装置内部近距离视察机会

难得，纷纷合影留念。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7 月 6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全国人大代表崔世平、萧志伟，全国政协委员

吴志良等来到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调研。CSNS 工程总指挥、工程经理陈和生院

士，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接待调研。  

陈和生首先在沙盘前介绍了 CSNS 工程概况、园区构成以及装置原理，并以锂离

子电池材料为例，详细生动地介绍了 CSNS 的应用领域。陈和生特别提到 CSNS 对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未来规划建设同步辐射光源，使其与散裂中子源

互补，共同为我国科技创新做出贡献。  

何厚铧一行参观了靶站谱仪大厅。他表示，希望 CSNS 加强与港澳地区科研机构

和高校的合作，带动相关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  

东莞市委副书记张科，市委常委骆招群、黄少文等陪同调研。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访问中国散裂中子源 

 

8月 9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 10余人来到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进行考察访问。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接待考察。 

陈茂波一行首先观看了散裂中子源宣传片，并听取了陈延伟对于工程概况、装置原

理以及与香港科技界合作交流情况的介绍。陈延伟表示，CSNS 欢迎更多的香港科学家

前来交流合作，共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陈茂波一行随后参观了散裂中子源环隧道、环中控室和靶站谱仪大厅。他对 CSNS

的建设表示赞叹，并希望香港科学界继续加强与 CSNS 的合作。他表示，返港后将会从

财政上加大力度，支持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与 CSNS 开展交流与合作，带动相关学

科发展和科技创新，以更好地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东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骆招群等陪同考察。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12 月 26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一行，在东莞市

委书记梁维东的陪同下来到高能所东莞分部，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CSNS 工

程总指挥、工程经理陈和生，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参加调研活动。 

梁振英听取了关于 CSNS 项目概况的介绍，饶有兴致地询问了装置的详细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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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项目在国际上的地位、设备国产化率等，并关心工程二期和南方光源的建设。 

梁振英参观了靶站谱仪大厅。他表示，港澳与内地应开展更多形式的合作交流，不

仅仅在经济和贸易层面，更应该促进科技与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此前香港政府组织师

生分批次来到 CSNS 参观，大家都对广东省科技事业的迅猛发展赞赏有加，未来还将

组织更多的香港师生分批次来到 CSNS 参观，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未

来发展的广阔空间。 

陈和生也表示，非常欢迎更多香港科研人员加入到与 CSNS 的科技合作中来。 

 

李静调研高能所东莞分部 

 

11 月 8 日至 9 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副院长、京区事业单位党委副书记李静到

高能所东莞分部调研工作。 

调研期间，李静深入高能所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现场，实地

考察了高能所异地项目建设和成果产出情况，详细了解党建和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并专

程安排“送培训到基层”活动，面向基层党务工作者进行了基层党支部党建实务培训。 

李静对高能所异地大科学装置建设工作予以肯定。她表示，此次近距离参观大亚湾

中微子实验室和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感到非常震撼，也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科苑人的

光荣、使命与沉甸甸的责任感。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顺利建成，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源

及应用领域的空白，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对解决我国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

题具有重大意义。 

李静听取了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党总支书记陈延伟汇报散裂中子源工程

建设情况和党建工作情况，并与东莞分部党政干部、群团组织代表进行了座谈。她强调，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异地建设项目取得如此重大的成绩，离不开高

能所党政班子的正确领导，以及项目团队的拼搏奉献精神。接下来，要继续加强党组织

的异地建设工作，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服务好工程建

设。要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起一批能担重任的年轻干部。同时，要文化建设，

自创文化标杆，做好思想组织工作，营造一种有战斗力同时温暖向上的工作环境。 

李静要求，高能所在异地党建模式探索中做了很好的榜样，希望能继续努力，在分

院乃至中科院中树立一面旗帜，引领异地党建工作不断完善发展。此外，高能所一系列

大科学装置建设中涌现出很多动人的事迹，就像一颗颗珍珠闪烁光芒，希望能加强宣传

工作，将这一颗颗“珍珠”串联起来，从学科带头人、工程管理层、一线年轻人等多层

次、多角度进行系列报道。 

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表示，高能所数十年服务国家基础科研，涌现出许多可歌可

泣的典型事迹，接下来要继续强化宣传，做好典型事迹的报道；高能所党委也在通过

“双融双聚”等活动不断促进党建与科研有机结合，用信念引领科研，以党建促进创新。

接下来，高能所还将继续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推进领导干部年轻化；同时加强文化建设，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92 - 

 

增强“进了高能门，就是高能人”的文化认同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高能所的大家

庭，推进高能所发展不断上新台阶，为国家科研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座谈会上，东莞分部基层党务工作者积极发言，并就基层党务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积极提问，通过此次培训和座谈，大家受益良多。 

北京分院党建工作处处长蔡晨曦、业务主管李伟亨，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副书

记罗小安，党政办副主任王欢，东莞分部副主任金大鹏等参加了调研活动。 

 

邓勇到高能所调研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进度 

 

3 月 12 日，中科院副秘书长、院怀柔科学城专项办主任邓勇一行来高能所调研高

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项目进度，与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高能所副所长、HEPS 验证装置（HEPS-TF）工程经理秦庆汇报了 HEPS 项目进展

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基建问题。邓勇认真听取了报告后，与参会人员针对每一项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沟通和讨论，并提出了解决措施。院专项办领导表示，院、市领导密切关注

HEPS 的建设进度，将调动各方力量、大力推动解决 HEPS 现阶段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关

键问题，全力保障 HEPS 的建设进度。 

院专项办副主任姜晓明、羌滨健，高能所副所长罗小安、HEPS-TF 工程副经理董

宇辉、徐刚及北京综合中心、合作单位、高能所 HEPS-TF 工程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 

 

四川省能源局副局长邓超调研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5 月 29 日上午，四川省能源局副局长邓超一行调研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观测基

地施工现场。邓超听取了现场负责人员的汇报，询问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的科学

目标、国际竞争状况、现场施工进度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等情况。 

邓超对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现场人员勇于克服高原反应，积极推进项目进展的精

神给予积极评价和鼓励。对本项目电建资产移交国网一事进展缓慢的情况表达关注，并

表示会协助推动此事尽快完成。四川省甘孜州发改委副主任邓伟、四川省稻城县县长樊

玉良等陪同调研。 

 

成都市委常委吴凯调研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8 月 30 日，成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总工会主席吴凯赴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HAASO）海子山建设现场调研，中科院成都分院分党组副书记王嘉图、甘孜州副州

长张成龙、成都市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廖冬云、成都市科技局巡视员马良乾等陪同调研。 

吴凯参观了 LHAASO 海子山工程建设现场，听取了 LHAASO 总工姚志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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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了解了工程进度和施工过程中的难点问题。随后，他又到测控基地，深入调研了科

学公寓、厨房、装配大厅等地，了解科研人员工作生活的情况。 

现场调研结束后，吴凯与在站工作的科研人员以及甘孜州、稻城县的相关同志进行

了座谈，就如何在建设一流科学设施的同时，加快建设一流科研机构，推动四川省的创

新驱动发展，带动地方科技、教育的发展，如何结合地方特点开展科学普及，促进旅游

产业等问题进行交流。 

王嘉图代表建设团队向吴凯常委的到来以及成都市对中科院在川项目和来川工作

科研人员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自开工建设以来，LHAASO 工程得到了省、州、

县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作为 LHAASO 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科院“十三五”

科教基础设施“宇宙线物理研究与探测技术研发平台”已规划布局在天府新区成都科学

城，为推动成都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贡献力量。 

成都市援藏办、成都电视台以及稻城县政府等多个部门参加了调研。 

 

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一行调研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11 月 1 日，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一行赴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海子山

建设现场调研。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家德、四川省科协党组书记王万锟、四川省科技

厅副厅长陈学华、四川省发改委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杨昕，成都分院副院长陈锋、高能所

副所长魏龙、LHAASO 工程副经理、总工艺师何会海等陪同调研。 

彭宇行一行参观了位于海子山的工程建设现场，何会海介绍了工程建设情况和探

测设备的工艺安装进展。彭宇行被科学家们忘我的工作热情所感染，他表示，建设高海

拔宇宙线观测站是为了开展前沿基础科学研究，产出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学成果，造就一

流的科技人才，为国家科技创新做突破性的贡献。在调研中彭宇行指出，LHAASO 是

国家“十二五”期间启动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也是四川省政府、中科院联合共建

的重点项目，希望 LHAASO 在做好科学设施的同时，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参

与稻城天文公园规划建设，推进“旅游+科普”的融合发展，他表示，四川省政府也将

大力支持中科院在川的创新平台建设，加强院地合作，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以

地方政府为主、中科院深度参与、省有关部门支持建设的联动效应，提升四川前沿科学

领域研究水平，加速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期间，彭宇行深入一线了解科研人员工作、住宿、用餐的情况，考察了地方配套的

测控基地建设情况，并与深夜还在调试设备的青年科学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鼓励他们

继续努力，为国家的科研事业添砖加瓦。 

陪同调研的还有甘孜州、稻城县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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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工会主席李和风一行赴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慰问 

 

9 月 19 日，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院工会主席李和风一行赴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LHAASO）海子山建设现场调研并慰问一线科研人员，北京分院副院长、

京区事业单位党委副书记、院工会副主席李静，院直属机关党委群工部部长王宇星，京

区事业单位工会办公室主任何成东参加了慰问。高能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所

工会主席陈宏刚陪同慰问。 

李和风一行首先参观了 LHAASO 观测基地。LHAASO 工程副经理、总工艺师何会

海介绍了工程建设情况。现场调研结束后，李和风在测控基地与科研人员进行了座谈，

罗小安代表所党委、所工会对院、分院的长期关怀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李和风代表

院直属机关党委、院工会以及北京分院工会对科研人员远离家庭、奋战高原、无私奉献

精神表达了深深的敬意，院工会组织将全力为一线的建设者提供保障，解决好工程建设

中的困难，同时加强对在高原艰苦条件下科学家们和工程人员所展现出来的舍身忘我

精神大力宣传，弘扬爱国奉献的正能量。李和风指出，高能所是我院基础科学研究的高

地，产出了多项重要科学突破，为国家大科学工程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保持了

中国粒子物理研究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要抓住大好的时机，建设

好 LHAASO 工程，干出事业，不负年华。 

最后，院工会、北京分院工会、高能所工会向工程建设团队赠送了慰问品和慰问金。

在站工作的全体科研人员参加了慰问活动。、 

LHAASO 工程是我国大科学工程建设在西南地区的重大布局，建设地点位于四川

省高寒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海子山，海拔 4410 米，为推动项目实施，相关科研

和建设人员长年在北京、成都、稻城三地出差，此次慰问给奋战在高原一线的工程人员

带来了温暖和鼓励。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视察阿里原初引力波观测站 

 

6 月 22 日下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万钢一行调研考察了位于西藏高

原地区的阿里观测基地。考察团参观了阿里天文台并实地考察了海拔 5250 米 B1 点的

阿里原初引力波观测站。高能所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办成员吴帝等向万钢介绍了

观测站建设情况。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启动，2017 年 3 月观测站奠基，预

期 2018 年 8 月完成观测站建设，2020 年完成阿里 1 号望远镜研制并开始观测，2022 年

获取北天最精确的 CMB 极化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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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召开第九届研究生导师研讨会 

 

11 月 6 日，高能所第九届研究生指导教师研讨会在报告厅会议室顺利召开。所纪

委书记魏龙、副所长陈刚出席会议，来自各研究中心近 130 位导师及行政秘书参会。会

议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苏刚教授、招生办公室主任冉盈志、北京师范大学

欧勇玲教授、动物所王德华研究员、高能所邢志忠研究员做专题报告。所学位评定委员

会主任常哲、副主任奎热西先后主持会议。东莞分部导师通过视频系统参加会议。 

魏龙首先欢迎国科大领导及兄弟院所、高校的老师来所指导工作，感谢国科大在核

科学与技术学院建设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指出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导师年龄层次不

同，希望新上岗导师通过本次会议了解国科大的招生、培养政策，科教融合的情况等，

同时向有经验的导师学习；参会的老导师可以学习新的规章制度、应对新的形势，共同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最后，他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苏刚教授以“奋进中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为题目讲述了国科大科教融合体制、学

院建设，研究生教育、学科评估的整体情况、学校深化科教融合建设一流大学的各项举

措和未来愿景。冉盈志主任介绍了国科大本科生及研究生招生情况，涉及招生指标、录

取情况、复试等各个方面。强调了招生工作的重要性，并以案例的形式对过程中容易出

现的问题给出具体的分析。 

欧勇玲教授从学生培养困境中的心理因素、理科高级人才的心理特征与科研创新、

导师的不良情绪和压力的自我调节进行了介绍，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将师生相处中

容易出现的问题做了分析并给与处理建议。邢志忠研究员分享了关于做研究生导师的

一些个人体会，秉承一贯幽默诙谐的风格，讲述自己回国 18 年期间指导学生的感悟，

强调面试的重要性、注重课题组队伍结构的层次、平衡；并就师生在科研、生活中的相

处之道给出个人的观点，要严格地善待学生，形成荣辱与共、彼此帮助的良性关系。王

德华研究员分享了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认识和体会，分析了研究生培养的现状和现实，作

为研究生导师的职责、需要的胸怀和理想；报告中通过自己研究组的管理模式讲述了如

何营造良好的氛围、如何做一个好导师；报告最后总结了导师应该让研究生要明确读研

的目的和确定读研的目标，顺利完成学业和人生的重要阶段。教育处处长保增宽介绍了

我所研究生管理的模式、概况，结合教育部的新政策明确导师的责任义务，以及我所下

一阶段教育工作的重点。教育处李苏敏介绍了研究生培养及学位申请各个环节的流程、

时间节点及注意事项。参会导师随后进行了讨论，内容涉及如何提高生源质量，吸引目

标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名额分配，宿舍管理，留学生以及选导师等问题，对研究生培

养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常哲主任进行了大会总结，感谢各位导师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一贯支持，鼓励大家

做好科研的同时，要深入教学一线，吸引优秀生源；在工作中要多给教育处和所学位评

定委员会提宝贵建议，为把我所研究生培养、学位工作做好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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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中子科学中心成功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随着中国散裂中子源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日趋加大，经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

部多年筹备，东莞中子科学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

后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设立，将吸引更多高素质的博士进站工作，进一步促进中国散

裂中子源学术交流、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将成为项目引进和留住高

层次人才的新平台，从而为中国散裂中子源的长远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届“赵忠尧博士后”评选完成 

 

3 月 27 日至 28 日，第四届“赵忠尧博士后”评选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顺

利完成面试。经评审委员会评选、管理委员会认定，确定程捷等 19 人为第四届“赵忠

尧博士后”，并从中遴选出 Andrew LEVIN、罗凤姣等 7 人为优秀“赵忠尧博士后”。  

为加强人才培养，吸引国内外高水平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科学院“粒子物理前沿

卓越创新中心”设立“赵忠尧研究奖金”（Chung-Yao Chao Fellowship），用于招收国际

一流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入选者称为“赵忠尧博士后”（Chung-Yao Chao Fellow），在其

工作单位工资收入外，根据薪资水平，个人每年可获得多至 8 万元人民币奖金收入。  

“赵忠尧博士后”自 2015 年首届评选以来，迄今已顺利举行四届。2018 年 1 月整

合前几届组织经验，“赵忠尧博士后管理办法”再次进行了修订，扩大对“赵忠尧博士

后”的资助力度和范围，特别加强对优秀博士后的支持力度。成员单位博士后申请数量

逐年增长，成功引进数十位外籍博士后，并留下众多优秀的国内博士后，为建设人才队

伍、建立优秀人才流动创新管理模式和评价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极大改善各参与单位

间人才评价的壁垒，为本领域优秀青年研究人员最终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用实际行动

贯彻落实了中国科学院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的要求。  

 

高能所 2018 年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营 

 

7 月 24 日上午，中科院高能所举办 2018 年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营仪式。来自全国

40 多所高校的 90 名同学参加本次夏令营。高能所纪委书记魏龙、副所长秦庆、所学位

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哲、副主任裴国玺、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宋黎明、计算中心

副主任孙功星、加速器中心副主任陈锦晖、理论室党支部书记黄梅以及研究室其他老师

参加开营仪式。教育处处长保增宽主持仪式。   

魏龙代表所领导致辞，用诙谐的开场白欢迎营员们的到来。他指出高能所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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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内容：“大牛”教授的专题报告、先进实验室参观以及各

研究中心深度交流等。通过参观，营员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高能所在国家大科学工程建设

中承担的重量级项目；通过学术报告，促进学术上的深度交流并激发科研兴趣。高能所

的科研环境可以为研究生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有良好的就业前景，欢迎大家前来深

造。  

随后，魏龙将夏令营营旗授予营员代表张璐璐，夏令营正式开始。  

景威聪代表营员发言。他感谢高能所给大家提供的实践与交流平台，希望在本次夏

令营期间深入了解高能所并和同学们一起展示自我，争取早日加入高能所的科研大家

庭。高年级学生代表张磊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介绍了在高能所的科研、学习及生活，

指出导师、课题组以及优秀的科学大家给自己的帮助和影响。科学之梦无尽无极，真诚

邀请学弟学妹来高能所读研，一展芳华。  

在本次夏令营活动期间，同学将聆听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深入参观实验室，并与

各研究室导师和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相信通过本次夏令营活动，同学们一定

能共同学习，深入了解交流，明确以后发展的方向。  

 

2018 年第三届“威海高能物理学校”成功举办 

 

8 月 16 日至 24 日，第三届“威海高能物理学校（WHEPS）”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举办。“威海高能物理学校”由中国科学院“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与山东大学

及山东大学（威海）承办，旨在促进高水平人才的成长，为中国高能物理未来的长期发

展培养后备人才。 

本届学校主题为强子物理前沿，邀请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知名专家学者授课。内容

涉及强子物理和味物理的前沿领域，涵盖了强子结构、强子谱学、粲物理和 CP 破坏等

课题的理论与实验的基础知识和最新进展，并就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进行了研讨。 

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等多个院校科研单位的 68 名科研人员、博士后、研究生参加

了本届学校。在为期 9 天的课程学习中，学员们与授课老师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深入讨

论和互动，收获良多。 

“威海高能物理学校”将持续探索办学方式、提高办学水平，继续为培养高能物理

优秀人才提供平台。学校课件及讲义可从学校网址下载：http://wheps.ihe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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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快电子学与探测器暑期学校在威海成功举办 

 

8 月 15 日至 24 日，首届快电子学与探测器暑期学校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成功举

办。本届暑期学校由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联合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核探

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基金委、中科院青促会、山东大学共同举办，旨在

促进高水平人才的成长，推进核探测、核电子学及微电子学科在高能物理实验中的发

展。  

本届暑期学校邀请了来自美国费米实验室、法国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国家研究院、芝

加哥大学、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意大利国家核物理学会、帕多瓦大学、德国尤利西研

究所、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等单

位的知名专家进行授课，系统地介绍了涉及核电子学、探测器、微电子等专业学科的课

程及前沿学术报告，介绍这些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西北

核技术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

大学、苏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多个科研院所及高校的 148 名学员参

加了本届暑期学校。在为期 9 天的课程学习中，授课老师报告精彩、深入浅出、系统的

介绍了相关的专业知识，课上讨论热烈，课后交流广泛，学员收获良多。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获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D 类项目支持 

 

6 月 4 日，根据中国科协《关于公布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第二期项目

2018 年度 D 类项目的通知》，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简称 RDTM)

期刊成功获批。 

2018 年度共有 89 种拟创或初创期刊申报 D 类项目，经过材料初评、专家答辩和

名单公示多个环节的评审，RDTM 成为 20 种申报成功的期刊之一。D 类项目的支持将

为 RDTM 的加速发展增添助力，标志着刊物取得的成果、对未来发展的规划以及将在

学科中发挥的作用获得了期刊管理部门和学界的认可。这也为期刊取得刊号、获得在国

内的出版发行许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DTM 是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主办，与

Springer 合作出版。采用英文电子刊，文章接收后即刻在线发表，全球发行。RDTM 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上线第一篇文章，当年 11 月 9 日即被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收录。截止 2018 年 4 月底，已出版论文的总下载量为 10321 次，单篇最高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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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 417 次，篇均下载量约 200 次，与 Springer 平台同期新刊相比居于前列。 

RDTM 的发展得到了研究所以及分会的大力支持，各研究室积极选择优秀成果在

期刊上发表，主编委员会、编委以及文献信息部、编辑部同心协力，积极组织优秀稿源，

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宣传和推广，提升期刊质量和影响力，使其得以快速发

展。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是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门为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围绕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开展大联合、大协作，通过搭建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交流

平台提高学术交流水平和影响力”和“打造具有国际专业水平的学术期刊等高质量水平

交流平台”重要指示精神，促进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提升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

力与核心竞争能力，自 2013 年起组织共同实施的，旨在增强科技期刊服务创新能力。 

D 类期刊项目每年遴选一次，申请 D 类项目的期刊须为创办的新刊，且能够代表

我国前沿学科、优势学科或填补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学科空白。出版单位应具备一定办刊

基础，并有较为成熟的出版经验。支持引导其建立科学规范的编辑出版运行机制，提升

管理效能，尽快提升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化科技期刊。 

D 类期刊项目经费为 50 万元，待期刊取得国内刊号后一次性拨付经费。 

ESCI 已成为 Web of Science 核心引文索引数据库组成部分，始自 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8 月期刊申请进入 SCI 数据库的必先经过 ESCI 收录。ESCI 满足以下需求： 

1）提供更多的期刊数据以支持科研评价和分析（More data to support research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2）更多地收录那些已产生地区性影响力的本地期刊（More coverage of local content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importance）； 

3）更早地让那些新兴领域及其发展趋势得到推广（Earlier visibility of emerging fields 

and trends）。 

 

《量子时刻：奇妙的不确定性》译著获评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室刘朝峰副研究员译著《量子时刻：奇妙的不

确定性》被中国科学院评为“2017 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并被国家科技部评为

“2017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该奖项是对科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普宣传工作的

极大肯定和鼓励。 

该书是一本既有科学性又有趣味性的书，以量子力学的物理学术语言或图像，如薛

定谔猫、互补性等，如何出现在日常语言、文学以及艺术作品中为线索，讲述了量子力

学的历史以及它对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电影的影响。中间穿插着与量子力学的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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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物理学家的有趣故事，包括普朗克、玻尔、爱因斯坦、海森堡、薛定谔、泡利、玻

色等。 

《量子时刻》的两位作者分别为美国石溪大学哲学系教授罗伯特.P. 克里斯（Robert 

P. Crease）和物理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沙夫.戈德哈伯（Alfred Scharff Goldhaber）。该书源

于两位作者合作开设的一门本科生课程“量子时刻（The Quantum Moment）”，完成于

2014 年。 

本书的翻译作者刘朝峰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的研究，用蒙特卡洛

数值模拟方法非微扰地求解量子色动力学理论问题。2011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

促进会会员。 

 

《中国物理 C》等亮相第十届中国高能物理大会 

 

6 月 19 日至 24 日，文献信息部积极组织参加由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和李政道研究所共同承办的“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第十届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会议期间，文献信息部负责的学术期刊《中国物理 C》（Chinese Physics C ，简称

CPC）、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简称 RDTM）和科普期刊《现代物

理知识》三家编辑部联合设立展台和海报，吸引了大批与会代表前来参观。高能所所长、

CPC 主编王贻芳，副主编吕才典、李海波以及编委们驻足展台，关注期刊的宣传。文献

信息部主任郑文莉和编辑部积极向与会代表介绍期刊的出版单位、主要内容、收录情况

等，并就投稿流程、订刊方式等进行答疑。 

一些科学家与期刊编辑现场交流阅读期刊的收获，并对期刊的后续发展提出希望。

期刊的推广与展示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会议资料的渠道发放 CPC 和 RDTM 宣传页各

500 份，现场赠送 CPC（包括专刊和 PDG）、RDTM 和《现代物理知识》共 215 册。本

次设展有效地宣传了期刊，扩大了国内稿源，鼓励科学家将文章优先投向我所期刊，支

持本土期刊质量的提升。 

高能物理大会上，吕才典作了题为《Chinese Physics C 介绍》的大会报告，重点介

绍了 CPC 的出版单位、主要内容、审稿流程、收录情况等信息，并介绍了详细投稿流

程，特别讲解了支持高能物理领域的开放获取的 SCOAP3 项目中 OA 文章的发表等内

容。他还作了题为《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介绍》的大会报告，依

据数据事实对 RDTM 期刊成立的背景和愿景目标进行介绍，并详细介绍期刊的收录原

则和范围，重点详解了 RDTM 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情况、稿件质量保证的有效举措、以

及期刊宣传推广的具体实施等。最后，介绍了新刊的下载用户使用情况分析以及收录情

况。 

此外，江亚欧作为谢家麟青年创新基金项目“INSPIRE 数据库维护与运营”的课题

负责人，作了题为《INSPIRE 数据库介绍》的大会报告。从信息科学的角度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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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E 数据库权威和前沿的特征，展示了基于该平台多维度展示科研成果、全方位

评价学术成就的核心功能，并分享了快速了解某一方向研究现状的具体实践，还介绍了

INSPIRE 高被引榜单的统计原则和深度解读的工作机制。 

全国高能物理大会是我国高能物理界最具影响力的会议，其议题涵盖了高能物理

的各个研究方向，会议主题研讨近两年国际相关前沿研究最新进展，吸引了我国高能物

理学界众多专家、博士后以及青年学生参加。文献信息部团队成员通过会议报告和会下

交流与本所以及其他高校和单位的高能物理学家密切了联系，感受到了中国高能物理

发展的繁荣景象和良好趋势；文献信息部参会团队在本次会议上了解了粒子物理领域

的最新进展，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建立起的广泛、良好的合作关系，配合高能所及高能物

理分会为中国高能物理实现跨越式发展发挥有力的支撑作用。 

 

Chinese Physics C 论文荣获 

“2018 英国物理学会高被引中国作者奖” 

 

近日，英国物理学会（Institute Of Physics，IOP）发布了“2018 英国物理学会高被

引中国作者奖”，Chinese Physics C 发表的四篇论文的通讯作者王猛、周也铃和宋维民

分别入选该奖项。这四篇论文分别是： 《原子质量评估 2016（1）：输入数据和评估方

法》(The AME2016 atomic mass evaluation (I). Evaluation of input data； and adjustment 

procedures)、《原子质量评估 2016（2）：推荐数据及图、表和参考文献》(The AME2016 

atomic mass evaluation (II). Tables, graphs and references)、《BESIII 实验质心能量 3.810-

4.600 GeV 数据积分亮度的精确测量》(Precision measurement of the integrated luminosity 

of the data taken by BESIII at center-of-mass energies between 3.810 GeV and 4.600 GeV)和

《由 Delta(48)和广义 CP 对称性预测轻子味混合》(Predicting lepton flavor mixing from 

Delta(48) and generalized CP symmetries) 。 

“英国物理学会高被引中国作者奖”由 IOP 出版社针对过去三年（2015-2017）在

IOP 期刊发表的所有论文进行评选，获奖文章的被引次数在所属领域排名为前百分之

一。获奖者为文章的通讯作者。  

本次获得表彰的 151 位杰出作者的研究领域覆盖物理、材料、生命科学、天文学和

天体物理学、环境科学以及应用数学等领域，他们的文章在 2015-2017 年间的总被引用

量高达4672次，对相关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IOP出版社出版总监Antonia 

Seymour 表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正奋战在重大科学突破的前沿，突出他们的科研工作

对全球科学届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Chinese Physics C 与 IOP 出版社于 2009 年展开合作，由 IOP 出版社负责 CPC 的

海外发行和宣传工作。自创刊以来，CPC 一直是中国高能物理和核物理领域的领军期

刊，并不断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认知度。近年来，在高能所的大力支持和编委会

的不断努力下，CPC 影响因子显著提高，2017 年 JCR 影响因子已达到 3.298。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102 - 

 

 

《中国物理 C》论文荣获 

“2018 年中国物理学会最有影响论文奖” 

 

中国物理学会为鼓励国内外物理学科研工作者在学会主办的期刊上发表高质量论

文，从 2012 年起设立“中国物理学会最有影响论文奖”，在每年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

（CPS）秋季学术会议上予以颁布，并为获奖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今年，Chinese Physics C（CPC，中国物理 C）编委会评选出 3 篇“2018 年中国物

理学会最有影响论文”，分别是： 

《关于 Wtb 耦合顶点的系统性研究》（Chinese Physics C, 2017, 41 (6): 063101）； 

《在 PQCD 因子化方案下对 B(s)0→ηc(2S)π+π-衰变过程 S 波共振态贡献的研

究》（Chinese Physics C, 2017, 41 (8): 083105）； 

《反应堆中微子流强与能谱的改进测量》 （Chinese Physics C, 2017, 41 (1): 013002）； 

在大连理工大学刚刚闭幕的 CPS 秋季大会上，获此殊荣的 CPC 作者肖振军、曹庆

宏和占亮分别作为作者代表在“首届中国物理学期刊专场报告会”上领奖。朱邦芬院士

主持会议，中国物理学会副秘书长谷冬梅老师为获奖作者颁奖。 

CPC 是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主办的英文

学术期刊，内容涵盖粒子物理、核物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等学科，是我国高能物理领

域的领军期刊。CPC 编委会和编辑部表示将继续努力，在更多优秀作者的支持下，将

CPC 越办越好，为推动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学科的发展、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发现人

才、培养人才发挥更大作用。 

为大力宣传高能所主办的 CPC,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RDTM），《现代物理知识》三种期刊，高能所文献信息部首次以展台形式参加 CPS 秋

季大会，编辑人员全程参会，发放宣传品和期刊，并与物理学专家学者及物理爱好者积

极沟通交流，大力宣传推介期刊，发放三类期刊的宣传页 1200 页，期刊及专刊 225 册。 

 

 

（组稿：王勇涛  审稿：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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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级工作会议及相关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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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引领 

加速推进国际一流研究所建设 

——高能所所级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报告 

王贻芳 

 

2018 年高能所以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个面向”和“四个率先”为行动纲领，积极

实施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全面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发展举措，积极组织实施研究所

“一五七”规划。一年来，高能所面向国家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充分发挥本所优势和

特点，优化科技布局，落实前沿部署，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和实验

室建设，在前沿科学研究、大科学装置立项和建设及运行、技术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

设、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代表本届所领导班子汇报如下： 

一、国家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作出重要部署 

1 月 31 日，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8〕4 号，《意见》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给予重点基础

学科更多倾斜，强调多方引才引智，壮大人才队伍。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

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大科学计划，建设大科学工程、大科学中心，统筹布局

和优化国际科技创新基地。 

7 月 24 日，国务院颁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

发〔2018〕25 号，《通知》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要

求，在优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制度，强化科研项目绩效

评价，完善分级责任担当机制等方面做出重要部署。推动相关部门加快职能转变，优化

管理与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放出活力与效率，管好底线与秩序，为科研活动保驾

护航。 

二、2019 年中科院工作重点 

白春礼院长在中科院 2019 年工作会上对我院 2019 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1. 全面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 

2. 确保高质量完成“率先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目标任务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106 - 

 

3. 加强重大科技任务攻关，聚焦重大创新目标，抓好 20 项预期重大成果产出 

4. 加快推进四类机构建设和区域科研机构规划布局 

5. 加强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加快高水平科技智库产出 

6.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提升我国我院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影响力 

三、高能所基本情况介绍 

1. 人员队伍情况 

高能所共有职工 1400 余人，在编人员 1380 人，项目聘用职工 60 人（含三元和外

聘），返聘人员 76 人。 

在编人员中，科技人员 1047 人、科技支撑人员 185 人、管理人员 148 人；其中，

专业技术人员 1221 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790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 64.7%，其

中，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07 人，占 17.0%；副高级 583 人，占 47.7%；中级及以下 431

人，占 35.3%；两院院士 9 人；“万人计划”5 人；“千人计划”13 人； 杰青 16 人；优

青 3 人；“百人计划”53 人，其中率先行动百人计划 A 类 3 人，B 类 2 人，C 类 9 人。 

此外，高能所在站博士后 102 人，其中外籍 23 人；在学研究生 631 人，其中博士

生 380 人，硕士生 251 人，外籍 7 人。 

高能所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 

2. 论文发表稳步增长，质量突出 

2018 年高能所在各类学术期刊及会议文集发表论文 1321 篇（作为第一机构发文

414 篇，占全部论文的 31.3%），全部论文中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数据库收录 998 篇，

被 EI 数据库收录 498 篇，CPCI（原 ISTP）数据库收录 14 篇。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

库（ESI）统计，高能所进入全球论文影响力排名前 1%的论文 67 篇，其中前 1‰的论

文 15 篇。 

高能所主办了两个英文学术期刊《中国物理 C》（Chinese Physics C）（月刊），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网络期刊）；一个科普期刊《现代物理知识》

（双月刊）。《中国物理 C》荣获 2018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3. 知识产权申请及授权量显著增长 

通过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建立规章制度、签署保护协议、组织全员培训等途径，

加强对科技成果的保护，促进研究所软实力建设。2018年，高能所申请专利 87项，其

中中国发明专利 61项、实用新型专利 17项；获得专利授权 66项，包括中国发明专利

43项，实用新型专利 14项；获得国家标准 2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9项。共有中

科院知识产权专员 8人。2018年高能所被评为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 

4. 承担国家、院重大科技任务情况 

（1）正在运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羊八井国际

宇宙线观测站，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国散裂中子源，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107 - 

 

星。 

（2）正在建设：ADS强流质子加速器注入器 I（建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

置（建成），江门中微子实验，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获批），阿里

“原初引力波”观测站，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

监视器卫星。 

（3）正在规划：中国空间站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增强型 X射线时变与偏振探

测卫星，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国散裂中子源 II期，南方光源。 

四、2018 年工作开展和完成情况 

（一）高能所“十三五”规划 

一个定位 
国际领先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 

大型综合性多学科研究基地 

五项 

重大突破 

1．粲能区物理研究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2．中微子物理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3．优质建成散裂中子源装置并开放运行 

4．建成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 HXMT 并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5．纳米药物的研究取得突破 

七个重点 

培育方向 

 

1．粒子物理前沿研究 

2．粒子天体物理和粒子宇宙学的研究 

3．先进加速物理与技术研究 

4．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研究 

5．X 射线光学技术研究 

6．射线技术应用研究 

7 . 核能放射化学及相关材料的前沿研究 

（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完成运行任务，性能进一步提高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完成了谱仪取数任务，完成了 J/Psi、Tau 阈值扫描@1.5-1.8GeV、

psi’@1.84GeV 的取数目标，BEPCII 在 Jpsi 能区亮度也达到了 BEPC 的 100 倍。在高

能物理取数过程中，完成了为同步辐射用户供光任务，10 条同步辐射光束线在兼用模

式下运行，优质完成两轮共计 82 天的专用模式供光运行。国产超导高频腔在 BEPCII

上成功运行，全年度同步专用模式运行水平为历年最佳。BEPCII 在中科院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综合运行评比中获第一名。 

（三）BSRF 两轮开放，共支持 600 个课题实验取得一批高质量成果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的 14 光束线和实验站对外开放，实验站运行效率 98.6%，  

共享率 95.1%。2018 年发表文章 502 篇，其中 1 区文章 184 篇，Science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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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五项重大突破”规划的主要进展 

1. 粲能区物理研究取得创新成果 

北京谱仪Ⅲ（BESIII）粒子物理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共发表高质量物理成果

36 篇，为历年最高。首次发现理论预言 34 年之久的基态标量粒子 a0(980)-f0(980)混合，

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约束；首次观测到 横向极化，40 年以来首次精确测量

衰变不对称性参数。 

2.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测量精度提高 

中微子混合角13 的测量精度提高到 3.4%，继续保持国际领先，论文引用率均进

入国际前 1%，m2ee质量平方差达到国际最高精度 2.8%，超过加速器中微子相关实验。

其中，反应堆中微子流强和能谱测量，发表于 Chin.Phys. C41 (2017) No.1, 013002，

获得中国物理学会 2018 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奖”；中科院发表的《2018 研究前沿》

报告中指出，大亚湾实验是国际上最活跃的研究中微子振荡的实验，我国凭借大亚湾实

验在中微子振荡和轻惰性中微子这个研究领域发表文章数量排名世界第一。大亚湾中

微子实验在中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运行评比中获得二等奖。 

3．优质建成散裂中子源装置（CSNS）并通过国家验收，对用户开放 

2018 年 3 月 CSNS 按期、全面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性能全部达到或优于验收指

标，对用户试开放；4 月首篇用户实验成果论文在线发表（国际材料领域期刊 Nano 

Energy（影响因子 12.34 ））；6 月第二篇论文在国际能源期刊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杂志上发表（影响因子 13.31）。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顺利通过国家

验收，综合性能进入国际同类装置先进行列，并实现稳定运行，正式向国内外各领域的

用户开放。CSNS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源及应用领域的空白，通过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

在加速器、靶站、谱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强流质子加

速器、高功率靶站、探测器及电子学等领域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使我

国在强流质子加速器和中子实验领域实现了重大跨越。 

4．硬 X射线调制望远镜 HXMT、伽马暴偏振探测仪 POLAR取得重要成果 

2018年 1月 30日“慧眼”卫星顺利完成在轨交付，正式投入使用，这标志着我国

高能天文研究进入空间观测的新阶段，对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慧眼”在轨运行稳定，把对黑洞、中子星系统快速时变特性的研究从

以往的<30keV 扩展到～200keV，从而在硬 X 射线时变和能谱现象研究方面打开了新的

窗口，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已经发表科学论文 4篇，还有 5篇在审稿之中，一批文章正

在修改待投出，发展态势良好。来自全国各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学用户近 200人。

“慧眼”卫星已经成为国内空间天文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平台。 

伽马暴偏振探测仪（POLAR）实现伽马暴偏振高精度测量。正式发表、接收和审稿

中 7篇论文，包括 1篇 Nature Astronomy，被评价为天宫 2号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实

验针对 5 个比较亮的伽马暴进行了详细的偏振分析。伽马暴偏振数据分析是迄今为止

最高精度最大样本的结果，和主流伽马暴模型的预言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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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纳米药物的研究取得突破 

随着纳米医学的发展，多功能纳米放疗增敏剂为增强肿瘤细胞放射敏感性、提高放

疗效果提供了新机遇。  

实验开发了一系列的含高系数金属元素（W, Bi, Gd, Lu, Au）的纳米材料，利用

纳米材料与高能射线之间相互作用的各种效应，提出了 X-ray 激发铋基半导体异质结

促进电荷分离进而提高自由基产率的新方法，发展了 X-ray 激发纳米闪烁体材料控释

过氧亚硝酸阴离子（ONOO−）的新策略；利用纳米技术的手段调控肿瘤微环境，提高了

肿瘤细胞辐射敏感性，实现了良好的肿瘤放射增敏效果。相关工作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ACS Nano, NPG Asia Materials 等期刊上，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20的论文

4 篇，大于 10 的论文 3 篇，申请发明专利 8 项。这些工作不仅有助于充分阐释典型纳

米材料放疗增敏机制，为其在生物领域应用提供依据，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纳米材

料与放疗增敏构效关系，进而设计出安全性能更好、治疗效果更佳的纳米放疗增敏剂。

此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有重大临床应用价值。 

（五）在七个重点培育方向上的重要进展 

1. 粒子物理前沿研究 

（1）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建设进展顺利 

2018 年江门中微子实验完成了世界最大的有机玻璃单体结构--有机玻璃球生产的

国际评审和不锈钢单体主结构--不锈钢结构深化设计；由高能所联合北方夜视自主研

制的 20吋微通道版型光电倍增管，在核心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探测效率由原来

的 27%提高到 31%，取得世界领先。 

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目前已有 17个国家和地区、77个

成员单位、600多位合作者参加，国际合作的贡献也基本到位。 

（2）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项目完成概念设计，积极开展未来环形对撞机

（CEPC/SppC）的设计研究 

2018年 11月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概念设计报告》正式发布，包括“加速器卷”、

“探测器和物理卷”两卷，报告内容包含了上千位科学家在过去六年中的研究成果，是

CEPC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得到国际权威专家的肯定。 

国际合作取得显著进展。与世界上二十几个研究机构和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MoU），

国际顾问委员会已起到重要作用，多次召开 CEPC 国际研讨会，预研工作已全面展开。

2017年 40多家企业建立了 CEPC产业促进会（CIPC），以推动与企业的合作，实现技术

提升和突破，2018 年又有 13家企业加入。高场超导磁体、超导高频腔等关键设备研制

取得重要进展。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2019年 1月 15日，欧洲粒子物理学家发布了 100 公里的未来

环形对撞机（FCC）方案，与“CEPC+SppC”计划十分相似，证明了 CEPC方案在科学上

的正确性和领先性。 

2. 粒子天体物理和粒子宇宙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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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1/4探测阵列基本完成 

2018 年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进入集中建设期。2 月投放的第一批闪烁体探测

器试运行近一年，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目标；全部四种探测器（闪烁计数器、缪子

探测器、水切伦科夫探测器、广角 C-望远镜）制作工作顺利推进，均进入现场阵列安

装阶段；1号水池（22,500 平方米）探测器安装完毕，注水前试运行获取大量宇宙线事

例；物理分析及其相关模拟研究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已经启动，各团组已经分头展

开相关工作。 

（2）阿里“原初引力波”观测站基建通过验收 

2018年，阿里原初引力波观测站完成基建竣工验收；电力和网络线缆已铺设完成，

部分配套设备完成安装，开始气象监测；望远镜基座进入总装测试阶段；接收机各主要

部件均已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完成科学数据在站存储、传输、及处理管线初步设计方案。 

科学研究进展：AliCPT-1 台址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 Astronomy 和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上。 

（3）GECAM卫星开始研制 

GECAM 是针对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探测专门设计的两颗小卫星，由高能所在

2016年初提出，并于 2018年 12月获中科院正式批复立项，计划在 2020年底发射。在

观测天区覆盖、探测能区覆盖、监测灵敏度、定位精度等方面，GECAM与国际上在轨运

行或计划发射的其他同能区探测器相比，综合性能具有显著优势。在中科院正式批复之

前，GECAM的研制工作已经启动，现已完成方案阶段的工作，进入初样研制。 

（4）EP/FXT完成方案设计报告评审 

爱因斯坦探针（EP）卫星是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支持的科学卫星项目，我所负

责两个载荷之一后随 X射线望远镜（FXT）的研制。2018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确定

了国际合作的方案和技术接口，完成了主要技术指标的论证工作，完成机、电、热等设

计，方案设计报告通过评审，百米标定束线试运行、验证可用于聚焦望远镜的精确标定，

确定了测试和标定流程。 

（5）增强型 X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空间天文台（eXTP）背景型号正式启动 

2018 年 3 月 2 日，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空间天文台背景型号研究正式启

动；5月 31日，重大背景型号研究项目获院长办公会通过；2018年底，完成背景型号

研究各子课题技术验收评审。 

2018年成功举办 eXTP国际合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多次互访讨论国际合作（中

欧、中意）；完成了科学白皮书的编写并将在《Science in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2019年第 2期）正式发表，eXTP 有望成为 2025年至 2035年间该领域

国际领先的旗舰级 X射线空间天文台。 

（6）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HERD）项目建议书通过国际评审 

2018 年，中国空间站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 HERD 顺利通过国际评审，HERD 联合

工作组成立，在 CERN完成了第三次束流实验，实验结果与模拟结果一致。验证了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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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器方案和“光纤+增强相机读出”方案的原理和技术可行性，验证了 HERD所有载荷

的关键功能和关键技术指标。项目下一步工作将转移到研制工艺研究和载荷工程化。同

时，我所在积极推进基于 HERD和 eXTP的“探索极端宇宙”国际大科学计划。 

3．先进加速物理与技术研究 

（1）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完成建设 

HEPS-TF 在 2016 年 4 月开工建设，工程进展顺利，关键技术均已得到解决。2018

年 9月完成全部工艺和设备研制任务，HEPS-TF工程提前竣工。目前已顺利通过所有专

业组验收，具备国家验收条件。该项目完成了所有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建设所需

的加速器、光束线及实验站的关键技术涉及的样机研制及工艺验证，完成了 HEPS储存

环加速器物理设计、注入器的初步设计，以及 HEPS立项所需的基建、通用设施建设和

辐射防护研究等方面的前期工作。HEPS-TF 为 HEPS 线站建设的工程技术队伍提供了经

验，建立了精密光学检测和晶体加工实验室，提升了Ｘ射线探测器研发能力，为建设

HEPS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即将开工建设 

2017年 12月 15日，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建议书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

2018 年 6 月，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12 月 28 日可行性研究

报告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目前已完成初步设计报告的评审，并根据评审专家意见

已完成初步设计报告修改及概算编制。项目首期建设加速器、14 条光束线站及配套土

建工程等，新建建筑面积 12.5 万平米，拟于 2019 年内在怀柔科学城开工建设，建设

周期 6.5 年，经费约 48 亿元。HEPS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亮度最高的同步辐射光源，

为我国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研究提供重要支撑平台。 

（3）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PAPS 项目由加速器技术创新分平台和 X 射线技术创新分平台组成，各系统正在按

照 CPM 计划开展研制工作。2018 年基建及加速器分平台各系统均取得重大进展，11 月

完成基建封顶，科研设备研制顺利。完成了首批上海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超导

腔样机的研制，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关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为下一步进场安装奠定了基础。建成后将为高能光源建设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撑和奠定重要的平台基础，同时，成为世界级加速器射频超导腔高性能研究、组装

和测试基地。 

（4）国产超导高频腔研制进展显著 

首个国产超导腔于 2011 年完成研制；2017 年替换 BEPCII 储存环上进口超导高频

腔，并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开始按计划正式为用户供光运行，12 月 7 日为高能物理实

验提供对撞束流！国产超导腔正式运行属国内首次，经过 10 个多月的载束运行考验，

2018 年，这套国产超导腔系统性能稳定，达到了国外同类设备的性能水平。这是国产

超导腔首次替代进口超导腔在大科学装置上实现了长期稳定载束运行，标志着我国

500MHz 超导腔系统技术实现了突破，跻身于世界少数几个能够成功研制 500MHz 超

导腔系统的国家之列。也为目前承担上海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的任务奠定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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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础。 

2018 年，完成 CEPC 预研关键设备 650MHz 2-cell 超导腔整体设计，开始加工；完

成 6 只 1.3GHz 单 cell 腔加工，部分开展工艺研究；完成 6 只 650MHz 单 cell 的 baseline

测试；完成 2 只 1.3GHz-9cell 腔加工并掌握了批量加工工艺。 

（5）超导磁体、速调管研制取得新进展 

2018 年 2 月，完成国内首台高场超导二极磁体(NbTi+Nb3Sn)的研制。2018 年 11

月，完成高场铁基超导线圈研制及性能测试（24T），验证了铁基超导技术在高场应用领

域的可行性，属世界首次。 

积极开展大功率高效速调管研究，首支样管已完成理论和机械设计，全面开始加

工；第二支样管将采用“高压电子枪设计，优化谐振腔串”的高效率设计方案，预期效

率大于 70%；全面启动多注速调管设计，预期效率大于 80%。 

4. 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研究 

以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在核探测技术方面重点部署研究新

实验方法和技术，如开展气体探测器、闪烁探测器和半导体探测器的研究。在核电子学

方面重点部署前端电子学关键技术研究，发展大容量高精度、高速度数据获取与处理系

统技术。 

2018 年硅探测器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承担 ATLAS 高性能的硅微条探测器模

块建造任务，直接参与多型号探测器模块原型制作，基本掌握主要工艺流程、参与定义

质量控制。 

实验室自主研发 CEPC adePix 硅像素探测器，同时在先进 X 射线二维像素阵列探

测器研制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硅像素探测器预研等方面进展显著。 

5. X射线光学技术 

高能所的射线技术及应用研究已有多年的基础，X 射线及其应用方面，2012 年 12

月成立 X 射线光学与技术实验室，2015 年光学实验室建成，晶体实验室投入使用，光

学平台前端区建成。X射线光学技术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上得到应用，完成了

高能 X射线单色器系统、X射线时间分辨系、二维像素阵列 X射线探测器、纳米定位与

扫描系统的研制。利用 X 射线光学技术，研制了重复精度和自对比精度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的的长程面形仪——LTP，实现了光学元件的压弯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低温冷

却单色器研制成功，性能达到国际前沿水平，研制国内最小的 X 射线聚焦元件，2018

年 5月完成了工艺测试。 

6. 射线技术应用研究 

射线技术在医学、国家安全、工业、环境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1）核安全监测、检测装备研发和应用进展 

核安全监测设备已形成系列化，产业化推进良好，2018 年度实现批量销售。 

安全检查设备已在数十家涉核现场应用，涉及核能工业、国防、环保、科研、安保、

辐照等领域，应用于我国铀浓缩、核燃料后处理等重要核基地，进行源项分布调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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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我国所有运行核电站，为核电安全运行及维护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同时在其他多

方面开辟了安全检查设备应用新领域：成像仪应用于通道式安检，在高速、机场、口岸、

地铁等逐步开展，拓展到反恐领域；用复合成像仪对散裂中子源隧道进行辐射环境巡

检，服务于大科学装置安全监控；新型个人剂量产品 RAMO-C 完成产品研发，实现量

产，并推广到医疗安全领域。核燃料元件富集度无源检测系统基于 SiPM 的新型探测器

技术，指标高于国标要求，检测速度 6 米/秒，超过国外同类产品和现有的有源设备，

是国际上检测速度最快的无源检测设备，已交付用户，服务于国家重大专项任务。 

（2）工业检测和射线加工技术研究及应用 

显微 CL 项目（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完成总体设计，其应用目标为大尺

寸芯片封装缺陷检测，最高空间分辨率达 200lp/mm，将打破国外企业对于 IC 芯片封装

检测专用 X 射线三维分层成像仪的垄断；高能加速器 CT 多场耦合岩石力学试验系统：

6MeV-CT 和 450kV-CT 地质所现场安装就位，是世界第一台高能加速器 CT 可旋转式

岩石力学刚性试验机，实现了大尺度试样、模拟深部地层环境、观测岩石损伤破裂动态

过程的试验目标，突破了岩石破裂演化与气液运移试验的技术瓶颈，目前已完成大量岩

石 CT 扫描试验；空间站 X 射线 CT 科学实验柜研制：完成方案论证、电子学系统设

计，正在进行成像关键技术攻关。 

（3）乳腺 PET  

2018 年实现销售突破，多家医院完成医院论证、上报省卫健委等待乙类配置许可

证，按照客户需求，完成产品升级。乳腺 PET产业化公司新一轮增资计划启动，2018年

8月，杭州高能与美中互利医疗有限公司建立战略合作，通过双方资源互补的形式，旨

在将乳腺 PET快速布局国内市场。 

（4）加强异地建设项目的院地合作 

乳腺 PET 杭州生产场地扩建，通过药监局审核和生产许可证延续具备批产能力，

实现销售突破； 

与东莞东阳光公司共同开展 BNCT中子治癌技术研发，顺利完成知识产权作价入股，

设备和药物研发正在稳步推进； 

积极推进广东精密加工中心的建设在广东惠州成立合资企业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

限公司； 

与东莞市合作成立的“东莞高能前沿技术应用产业创新中心”已完成登记注册，正

开展 CSNS技术的落地转化工作； 

发挥院士工作站平台作用，加强与地方合作。丹东奥龙院士工作站获辽宁省“优秀

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和中国科协“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 

7. 核能放射化学及相关材料的前沿研究 

核能化学实验室从 Ti 基 MXene 中筛选出具有高反应活性的 Ti2CTx，首次通过“吸

附-还原”的策略实现了其对 U(VI)的原位固定与高效清除。通过 X 射线吸收谱、光电子

能谱以及其他光谱学表征对U(VI)去除的微观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Ti2CTx MXene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114 - 

 

对 U(VI)呈现出 pH 依赖性还原固定机制，这一发现为抑制酸性环境中铀的迁移提供了

新的思路。此外本工作为高氧化态放射性元素以及其他强氧化性环境污染物的去除开

发了 Ti-基新材料，这对于后续 MXene 相关的环境治理应用的开展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   

五、国际评估 

2018 年 6月 11日至 15日，高能所举行了针对研究所整体情况及“一五七”规划

重点研究方向的国际评估。这是继 2013年后，高能所组织的第二次国际评估。此次国

际评估委员会由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来自英美等国家和地区的 18位顶级

科学家组成，国际评估委员会针对高能所使命与发展规划、研究所整体科研水平、科研

团队建设、资源配置与研究所管理，以及“一五七”规划涉及的粒子物理与天体物理、

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先进射线技术与多学科应用三个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

国际标准的诊断评估。 

最后对高能所整体运行情况，包括定位、规划等，给出的总体评价为“A”。 10个

研究领域整体评价共获得 4 个 A+：分别是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微子物理、空间项

目和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说明高能所在这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顶尖水平，已经拥有

国际认可的重要突破或重大成果，引领世界范围内本领域科学的发展。另有 6 个研究

领域获得 A，表示处于国际一流水平，被国际同行高度认可。显示出高能所“一五七”

规划的重点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评估对高能所未来 5 年及中长期规划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对高能所争

取建成国际一流研究机构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六、体制机制改革与管理创新 

（一）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 

2018年，高能所深入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提高党建促进科研的能力和水平，

继续做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聚焦主责主业，紧抓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党管干部，继续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详细内容详见潘卫民书记的党建报告） 

（二）所领导班子建设 

1. 贯彻民主集中制，提升民主决策水平 

2018年所党委共召开了 12次党委会，会议结合研究所的实际，就研究所党建工作

部署、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基层支部建设、党员发展等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加强了党

委会讨论“三重一大”问题的力度，提升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的水平；充分发挥党委

委员作用，执行党委委员在分管支部工作中的岗位责任制。 

2. 坚持开展理论学习，以科学理论指导创新实践 

本年度共举行 6次中心组学习会，强调学用结合，力求解决实际问题。形成了从调

研问题、部门研讨、中心组集中研讨答复到追踪有关部门落实的闭环机制。 

3. 坚持所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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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开好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增进班子团结、改进工作作风。 

（三）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举措 

我所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锐意创新，进一步改革，完善科学公正的考核评价、激励

机制，稳定和发展人才队伍，加强人员分类管理，加大引进优秀人才力度，尤其是争取

属地化人才政策（CSNS、LHAASO、HEPS、CEPC 等重大项目）。人才引进与培养取得新进

展，积极拓展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制定“青年人才提升计划”，一揽子解决研究生、

博后、青年科研骨干的培养、发展问题。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涉及人员聘用、职工

考核、人才引进、部门考核、岗位管理等。 

对特殊人才和紧缺急需人才实行特殊人才津贴；多渠道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2018

年引进 2名百人计划 A(学术帅才）；加强了国外宣传力度。 

大科学装置建设高峰时期的流动队伍与设计、运行与维护队伍相结合，合理调配人

员队伍；建立了较系统的异地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与机制。 

加大干部培养选拔力度，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结构化。近两年选聘中层平均年龄

42岁，目前管理部门（含所助）中层平均年龄 46.5岁(2014年为 48.1岁)。 

（四）积极落实科教融合工作 

积极落实科教融合工作，组办好国科大近代物理系、核学院，与相关高校联合办好

英才班。 

承办中国科学院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面向相关学科建设 9 个教研室 。2018

年核学院招收首批研究生，共 72人。 

高能所主办国科大近代物理系，邢志忠研究员任主任，高能所承担了《力学》、《量

子场论》等基础课授课任务。 

    （五）稳步推进国际合作战略规划 

1、加大对国际大型实验的支持 

加大对 ATLAS、CMS、LHCb实验的投入，并承担了先进探测器升级任务，与 CERN签

订了先进超导磁体技术合作协议，为 HL-LHC 加速器首次提供实物贡献，保持对中美、

中日、中欧高能物理合作项目的稳定经费或人力投入。 

2、加强国际合作平台建设 

联合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单位与 CERN共建联合实验室，推动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

室合作模式由 LIA 向 UMI 过渡，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新增成为中科院与香港

地区联合实验室之一。 

3、打造国际化科学中心 

积极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极拓展与“一带一路”等发展中国家

的合作，吸引他们来华，实现互惠共赢。 

4、全面提升研究所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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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际合作规划的制定，与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签订合作备忘录

10 个，获批 13 项中科院国际人才计划支持，加强外事、外宣、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 

（六）加强经费管理与资产管理 

1.制定并完善系列科研管理办法，保障科研活动正常开展。制订了《高能所科研项

目（课题）燃料动力费管理办法》高发科字〔2018〕20号、《高能所科技成果奖励实施

细则》高发科字〔2018〕85号、《高能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调整管理办法》高发科

字〔2018〕193号等文件。 

2. 细化科研课题经费收入和预算执行管理，加强推进预算执行与借款余额催报，

2018年全所预算执行率 98.63%。 

3. 搭建会计凭证电子查询系统，便于大科学装置建设项目财务验收，建立 2013-

2018年全部会计凭证电子档案，已应用于 CSNS、HEPS-TF财务验收工作。 

4. 修订采购制度，改进招标工作，提高采购效率。制定统一的开评标会议组织流

程、推广工作流程图 

（七）技术支撑系统建设 

计算环境：开展网络技术、信息安全、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研发。为科研活

动提供高效、稳定的网络、数据、计算及公共信息服务。分步推进所信息化建设，持续

发布和优化一系列信息化业务系统，加强移动应用（IHEP-APP）服务能力，提升管理效

率。 

文献信息：加强图书馆阵地服务与资源建设，助力研究所成果产出和系统收集，不

断提升学术与科普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国内外影响力，助力科学传播，为大装置提供综合

文献信息服务。《中国物理 C》获得 2018年 CNKI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连续

5年）。 

通用运行：统筹安排、保障和完成多个大装置的运行、安装等相关任务。 

所工厂/高能锐新：2018 年 4 月 28 日中科高能（惠州）公司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

“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388 亿，为高能所和其他国内外研究所提

供高频微波器件（常温）、超导腔及其附属部件的批量生产。计划 2019年底前完成公司

的建设并进行试生产，2020年初具备正式生产能力。 

（八）加强科研平台建设 

通过各中心、实验室建设推动加速器技术研究、光子技术研究、粒子探测与电子学

研究，为大科学装置的可持续发展做好技术储备，提升核心竞争力。 

所级（2 个）：  

X 射线光学与技术实验室   

    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院、市级（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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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中心  

    中国科学院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粒子加速物理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2 个）：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九）加强共享平台建设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运行良好，提供对外测试服务。2018 年我所在科技部组织的全

国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中被评价为“优秀”，获得补助

经费 120 万元。高能所参加的北京物质科学与纳米技术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在中科院

13 个区域中心五年评估中评估为 A 类（全院第一）。 

高能所修购仪器类项目：2018 年获批 3 项，2275 万元；2019 年获批 1 项，1730 万

元。 

组织专题研讨，探索高能所测试中心运行模式。 

（十）重视战略部署，发挥各类委员会作用  

坚持召开年度战略研讨会，部署未来项目，解决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2018 年研

讨了各研究中心的总体学科规划和未来中长期发展战略。 

强化学术委员会的学术管理作用，2018 年研讨 BEPCII 未来发展规划、CSNS 升能

方案、新型加速器布局，指导完成“十三五” 规划中期自评估工作。“粒子物理的新发

现和研究” 被院前沿局推荐为优秀重大突破。 

国际合作指导委员会推进研究所国际化战略，新设国际合作办公室，积极推进国际

化战略。 

（十一）加强制度建设和民主氛围建设 

加强管理部门执行力，推动民主化与透明化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

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单位的意见；建立职工互动与反馈的平台；采用调查问卷等多

手段，加强职代会与管理层的互动；搭建管理工作研讨平台，举行中层管理干部沙龙，

同时培养和建立后备管理干部人才队伍。 

加强制度建设，梳理现行 185 项规章制度，清理过程中废止 23 项。新发规章制度

30 余项，涉及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化、规范课题管理、党风廉政建设、财务管

理、安全管理等内容。 

（十二）推进质量、保密体系建设 

加强质量管理，获取 GB/T19001-2016新标准民品证书，提高竞争优势，为项目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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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保障，顺利通过了新时代认证中心对我所的新标准换版认证审核。 

加强保密管理，落实党和国家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继续推进第三轮保密资格认定

工作，修订颁布《高能所保密管理办法》，更符合实际，更具操作性，协调国际合作与

保密工作协同发展。 

加强知识产权工作，高能所被评为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高能所被评为北京市专利

示范单位。 

（十三）优化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善科研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 

2018 年高能所不断优化管理体制，调整组织架构，优化重组国有资产、财务等部

门，调整保密、博士后及知识产权等归口管理部门，推动后勤部门的社会化进程。完善

运行机制，健全“科研财务经费协调会议”机制，及时解决资金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确

保资金安全使用，初步尝试会计档案电子化，建立电子档案查询系统，逐步全所推广，

健全和优化各类管理事务的工作流程，修订、出台 27项规定、条例、办法等。 

不断改善科研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 

2018年 1月 15日，多学科大楼圆满通过竣工验收，随后投入使用。多学科大楼总

建筑面积：28247.6 平方米， 地下 2 层 7569.7 平方米，地上 12 层 20477.9 平方米。

附属冷冻站工程总建筑面积：1684.5平方米，地下 1层 1584平方米，地上 1层 100.5

平方米。概算批复 1.51 亿元，获得结构长城杯金质奖、竣工长城杯奖。在建设过程中，

各参建单位密切配合，克服种种困难，不超预算，保障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2018 年高能所完成了高能所园区道路改造工程，完成七号实验厅及同位素实验厅

的内部装修及改造，完成一批周转房的装修。高能所获评北京“健康示范单位”，石景

山区五家单位入选。涉及：环境、绿化、卫生、健康、全民健身、控烟等方面。 

（十四）关于职工医疗费问题 

为抑制医疗费上涨过快，浪费现象普遍存在的趋势，2017 年 4 月制定《高能所公

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已运行 21个月，通过进一步的调研，特别是与离退休老同志及

相关人员多次座谈，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结合我所实际，依据有关文件精神，2018年

12月所里重新拟定了《高能所公费医疗管理办法》，优化退休职工的报销比例，个人负

担比例调整为在职职工的 50%，文件于 2019年 1月 1日生效执行。 

如果按照新的办法，2018年所里需要多支付 1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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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15-2018 年度全所医药费用情况(1-12月） 

时间段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全所实际支出 

（超支万元） 
1503 2037 1694 1887 

市财政局拨款 

（万元） 
1397.5 1402 1440 1445.5 

上年底上报区医保的

职工人数 
2795人 2804人 2880人 2891人 

实行新的管理办法后，全所医药费的支出减少了。每年增长的幅度也显著降低。 

七、2019 年工作计划 

2019 年高能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并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贯彻落实好我院关于“率先行动”计划第一阶段

目标任务、重大科技任务。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引领，确保完成“一五七”规划的各项

目标任务。 

2019 年重点工作举措： 

1. 粒子物理研究、先进加速器等前沿研究争取有重要突破（BESIII、中微子物理、

HXMT、伽马暴偏振探测仪（POLAR）、CEPC 等） 

2. 认真组织实施，做好大科学装置的运行、建设和预研： 

- BEPCII  完成高能物理取数、同步辐射运行（包括兼用模式）任务以及试验束

供束 

- CSNS  全面开展合作谱仪建设；全面展开 CSNS 二期工程设计和关键技术预

言工作，推进南方光源预言和平台项目的实施工作，推进南方光源的前期工作。 

- ADS  进行各系统的改进及稳定性研究，做好承接 CiADS 子项目的管理工作 

- HXMT 稳定运行，做好面向用户的数据平台服务，持续产出科学成果 

- JUNO  按进度进行项目的研发和设施建设，开展江门中微子软件和物理研究 

- HEPS-TF 配合完成国家验收 

- HEPS  优化概算并推动批复进程，积极推动项目硬件设计研究工作，争取 2019

年开工建设 

- PAPS 按进度做好项目的设备研制、安装及调试 

-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  做好设备研制、现场安装协调，确保部分

探测阵列投入运行 

-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AliCPT）  继续望远镜硬件和数据分析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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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视器（GECAM）  完成初样鉴定件研制、转

正样和正样投产工作 

- 宇宙高能辐射探测装置（HERD） 继续优化方案和工程化研究，推进立项 

- 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eXTP）  推进立项综合论证，完成工程方案设计，加强

国际合作 

- CEPC  推进 TDR 工作，研发进入关键技术攻坚阶段，完成重点研发计划年度

任务 

3. 加强党建和廉政建设，倡导创新文化和团队文化，落实人才政策，规范管理工

作方式，建设现代研究所 

加强党建和创新文化建设；认真研讨研究所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完善修订战略规

划和发展路线图；开展科研改革试点，落实研究所人才政策，推进人才战略，激发队伍

整体创新活力：开展青年研究员评聘，推动落实博士后待遇，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队伍，

增加岗位吸引力，施行四元工资制，发放特殊人才津贴，以吸引人才、稳定队伍；积极

与相关部门协调，争取更多研究生资源；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继续推动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重视转化成果的知识产权筹划和储备，形成有效保护，所工厂在南方的新基地建

设任务艰巨，要努力克服困难；基于绩效和诚信简化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编制，给予预算

调剂更大自由度；根据国家政策及形式变化修订我所招投标和采购管理；推动国际合作

战略和联合实验室的建设；继续加强实验室和平台建设，发展核心竞争力；完善制度建

设等。 

八、结束语 

感谢全所同志一年来的辛勤努力 ！ 

未来，高能所将站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新起点上，把握历史机遇，勇担创新发展

新使命，为建设国际一流研究所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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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行装再出发，牢记主体责任 

多个层面齐发力，共推党建创新 

——高能所党建工作报告 

 

潘卫民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开局之年，中央、

院党组、分院党组对研究所的党建工作做出了系列部署。2018 年也是我国经济和科技

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国家和社会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新挑战，高能所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积极探索党建促进创新的思路和方式方法，发挥党委及各层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激发党组织活力，围绕发展大局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 

 

一、工作总结 

(一)  抓好年度重点工作，彰显研究所党建工作特色 

1. 健全民主集中制，落实“三重一大”制度 

党委会议是党内“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痕迹管理的重要载体，是检验党委政治生态

的重要窗口。2018年所党委加强了讨论“三重一大”问题的力度。 

2018 年全年召开 12 次党委会，讨论“三重一大”问题 11 项，在研究所的未来发

展，重要项目招投标，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党委“把方向 定大局”的作用。 

针对职工群众关心的医药费问题、加围墙问题等，所党委多次召开会议专题讨论，

在利益相关群众和所行政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两项问题都有了令

人满意的成果。 

2017年底-2018年初，先后 4次召开专题党委会讨论医药费改革问题。2018年底，

召开 1 次党委会专题讨论医药改革问题。在 2018 年度召开的第五次中心组学习会上，

结合所学内容对医药费改革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2.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继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好职能处室领导的选拔任用等工作，切实抓好干部梯队建

设。继续做好中层干部培训工作。 2017-2018 年度，选聘 17 人，轮岗 3 人，程序中 1

人；2014-2016 年度，选聘 13 人；2018 年度，组织完成对 17 位中层干部任用期满考核

工作； 

落实党管人才原则，抓好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各类人才计划的组织实施。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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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干部选聘的程序，增强规范性。2017 连发 5 个文件，制定流程图，并明确 14 道程

序及明细要求。 

注重程序记录，包括中层干部选拔聘用流程记录表（18 项内容）、选拔聘用工作纪

实表：干部基本信息、资格把关情况、提名、酝酿、考察、讨论决定、任职情况、重要

情况纪实和说明 

强化干部梯队建设、干部年轻化趋势明显。近两年我所选聘中层平均年龄 42 岁，

目前管理部门（含所助）中层平均年龄 46.5 岁，2014 年为 48.6 岁。 

3. 发挥党委委员示范作用，增强履职实效 

在带头讲党课、宣贯政治理论学习任务，组织发展、科技骨干入党等多方面，党委

委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提升基层党支部活力，探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途径 

出台《中科院高能所党的建设工作规则》，明确党委、支部工作规范；加强党支部

书记队伍建设，推荐符合条件的支部书记担任行政副职；通过“党课上门”、“培训上门”

提高基层理论和知识水平； 

积极挖掘和总结基层党支部（总支）发挥作用的有效经验。以“双融双聚”主题实

践活动为抓手，提高基层党支部（总支）围绕创新、促进创新的活力。 

出台高能所“双融双聚”主题实践活动方案；加速器党总支、计算中心党支部、多

学科党总支等多个基层党组织与所内外业务相关单位开展了党建、科研多层次的融合

共建。 

着力解决“党建”与“科研”两张皮问题。召开“我为创新献计策”主题座谈会倾

听科研人员的心声，并召开专题会议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讨论答复，提高党建服务

科研工作的针对性；对各党支部尤其是承担重要科研任务的党支部进行专项指导，提高

他们助力重大成果产出的能力和水平；举行“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主题演讲

比赛，组织向南仁东、黄大年等先进学习，号召党员向先进看齐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二)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 

所党委通过以下工作，切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强化政治引领： 

1. 落实中心组学习制度 

认真制定中心组学习计划，确立了中心组学习主讲人制度，坚持结合研究所的实际

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深入研讨。2018年共召开 6次中心组学习会。  

2. 党委书记讲党课 

党委书记向全所党员代表做专题党课，深入宣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科技创新重要

讲话精神，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全国两会精神。 

3. 举办专题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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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沈传亮作十九大精神报告；邀请中科院地理资源所所长助理、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受邀作主题为“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科学认识

‘一带一路’倡议”的报告；邀请杨虎城将军的孙子作《杨虎城与西安事变》报告 

4. 举办特色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效果 

组织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十九大精神专题知识竞赛；组织《习近平

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分享活动；组织参观《真理的力量——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展览》、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 

各党支部将理论学习融入“三会一课”日常工作中去，通过知识问答、党课分享、

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理论学习活动。 

2018 年 4 月，党委书记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文章《观大势、谋全局，展现落实十九

大精神新作为》，介绍了我所党委在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所取得的成果。 

(三)    落实上级部署重点任务，宣传高能精神 

1. 加强典型选树，落实“一所一人一事” 

挖掘我所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中的先进事迹，总结党组织促进科技创新的经验，重点

挖掘 BII 对撞亮度创新高等五项重大科研成果产出中的先进事迹。其中粒子天体中心党

总支获得“中科院新时期科技报国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高能所东莞分部入选中科院

年度“率先团队”；《走在 HXMT 长征路上的“追梦人”》一文在《科苑人》发表。 

加强典型选树。深入挖掘和宣传我所原党委书记王焕玉同志感人事迹；开展“镜头

中最美科学家”视频拍摄工作，宣传陈和生院士的先进事迹；开展 2015-2017 年度优秀

党员、创新文化建设创新文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树立学习榜样。 

2. 开展“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 

2018年是我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周年，所党委将纪念活动与“讲爱国奉

献，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相结合，通过征文比赛、视频拍摄等活动展现我所老一辈科

学家在对撞机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 

结合东莞散裂中子源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发布“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深度报

道《“东莞是我们第二个家”——记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团队》在《中国科学报》发表。 

配合北京分院“率先行动故事汇”、“梦想助力腾飞 科院巾帼建功”微视频征集活

动，制作微视频 4部，反映我所职工在大科学工程建设中敢于拼搏，无私奉献的动人

情怀。 

3. 开展“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书”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党委委员组织专题会议，重温入党志愿；全所各支部（总支）先后组织召开了

主题党日和教育活动；开展“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心得体会线上评比活动，提升

活动效果。 

将落实上级工作任务与推动高能所科研实际相结合，实现双促进；将“一人一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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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挖掘高能所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中的先进事迹相结合；将“讲爱国奉献 当时代先

锋”主题活动与传承高能所大科学工程建设中的精神传统相结合；将“不忘初心，重温

入党志愿书”主题党日活动与宣传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相结合。 

(四)    抓好日常党建基础性工作，强化组织保障 

1. 加强所领导班子建设 

按照中央和院党组部署认真组织所级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会上带头做批评与自

我批评，加强班子团结。 

2. 抓好异地党建工作 

指导基层党组织按照组织程序按期换届，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2018年共有 17个

党支部（4个总支）完成了换届； 

坚持工作研讨制度，每年召开党委纪委工作研讨会，部署重点，并有针对性的进行

培训；将党建述职评议与党支部年度考核相结合，不断推进考核结果运用。 

3. 加强党员日常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 

注重科技骨干入党工作，完善了党委、党支部联系党外科技骨干制度，建立“一对

一”联系名单；完成 53 名长期出国不归党员停止党籍处置工作；规范党员发展流程，

本年共发展党员 16名，其中副研以上的科研骨干 4名。 

在 2018年 9月举行的全院党建工作推进会上，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作了科技骨

干入党的专题党建工作经验交流。 

4. 抓好异地党建工作 

高能所党委指导东莞分部党总支继续开展好工作，同时结合 LHAASO建设实际建立

了临时党支部； 

2018 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北京分院副院长李静先后到东莞

分部开展工作调研，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院工会主席李和风一行赴高海拔

宇宙线观测站（LHAASO）海子山建设现场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各位领导均对我所异地

党建工作表示了肯定。 

(五)    落实两个责任，紧抓党风廉政建设 

1. 党风廉政专题党课 

党委书记潘卫民讲党风廉政专题党课：向全所党员代表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号召全所党员遵守法律法规，

反对“四风”，廉洁自律做表率。 

纪委书记魏龙讲党风廉政专题党课：要求党员干部对纪律底线不能松，要将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时刻放在心上，严格遵守有关纪律规定。 

2. 组织落实警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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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我所按照上级要求共举办廉政教育专题培训和警示教育报告会两次，组织

党员集中观看了中央国家机关警示教育录《警钟》，并设立播放周；此外，所党政办公

室还成立了警示教育宣讲团，安排专人前往基层党支部开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宣讲 10余次。 

3. 举办学法用法系列活动，加强法制宣传 

“学法用法”系列活动已经举办了四届，在营造良好氛围，带动全所职工和学生学

法、守法、用法，做到学以致用，依法行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8年“学法用法”

系列活动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为主要内容，

推动全所职工、学生加强对这两部法律的了解，强化了法制宣传。 

(六)   多措并举，大力推动创新文化建设 

1. 不断拓展宣传平台，综合运用社会媒体、院所网站、微媒等渠道，

扩大宣传效果 

2018 年我所主站年度总页面浏览量 2000 多万次；微博阅读量单篇最高 132 万+，

微信年度浏览量 156万+。博展馆已面对全社会人员开放，年度接待来访参观人员千余

次。不断丰富所宣传栏的宣传内容，本年度共更新宣传栏 10期。 

2. 加强媒体宣传力度，扩大我所党建工作影响力和知名度 

为加强我所党建宣传力度，扩大党宣的影响力，我们在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宣传工作

计划外，还配合我所重大成果产出、先进人物事迹等宣传任务的需要，重点上报了原创

文章、视频以及书画等各类形式的优秀作品，并在相关媒体发表。可以说，2018年度，

我所党建信息传播质量得到了全面提升，党建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也得到了切实提高。 

3. 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举行高能所第十八届职工文化广场；继续办好“创新论坛”，全年共举办十八期科

技创新论坛。为配合院“科学的春天”40 周年主题活动要求，组织党员、职工上报摄

影、绘画等 20余份作品，我所选送的征文《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中国的高能物理事

业》、老照片的故事《科学的春天使我成为新中国首个博士》分获“中国科学院工会委

员会征文、老照片的故事比赛”一等奖。 

(七)   发挥优势 凝聚力量 群团、离退工作显成效 

1.贯彻落实《院党组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实施细则》，继

续做好统战座谈会意见和建议的答复工作，团结各方力量致力于研究所的中心任务。 

2.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改革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指导工青妇组织

增强“三性”。本年度，我所群团工作荣获北京分院 2018 年度“群团工作先进单位”、

“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妇女工作先进单位”以及“全民健身工作先进单位”等四项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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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好离退休工作。加强离退休党建工作，推进对老同志的分类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包括加强离退休工作信息化管理等，关心老同志生活，协助开展特困职工的帮扶济困工

作；坚持开展在春节期间对离退休干部的慰问。 

4.继续做好各类慰问、维稳工作。。 

二、2019年工作要点 

2019 年是建国、建院 70 周年，也是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践行年。2019 年，所党委将继

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和院党组的工作精神，继续推进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和高能所

“一三五”规划，以政治建设为引领，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夯实党建

基础，做好我所党建各项工作。 

（一）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所科技创

新提供精神助力 

1．2019 年，全所要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发挥党委中心组学习带头示范作用，带领各基层党支部

完成各项党中央和院党组安排的各项学习任务。 

2．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上级党组织工作安排，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对标要求、强化责任”活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将落实学习任务与推

动研究所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实现“双促进”。 

3.持续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将“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各

项工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相融合，提升学习效果。 

（二）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党建促进创新有新作为 

1.加强所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制定所中心组学习计划，开好所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

生活会，提高班子领导能力和水平。 

2.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委会作用。出台《高能所党委议事规则》，持续提

高党委会讨论“三重一大”问题的力度，推动研究所科学决策。 

3.结合北京分院开展的“双融双聚”主题实践活动要求，积极提升党支部活力，拓

展党建促进科技创新的渠道。 

（三）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1.组织高能所党委、纪委换届选举 

中共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九届委员会和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 2014 年 8 月成立，

2019 年将任期届满。 

所党委领导各级党组织按照组织原则切实做好换届筹备工作。指导基层支部做好

党委、纪委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和党员代表选举的选举工作。开好党委、纪委换届大会。 

2.充分发挥党委委员作用，健全经常性教育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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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党委委员的作用，坚持党委委员联系基层党支部、党委委员讲特色党课等

工作制度，建立健全经常性教育工作机制。按照院党组要求，结合我所实际情况，开展

“提升组织力 促进‘三重大’”活动，提高党建促进科技创新的实际成效和整体质量。 

3.推进党支部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加强制度建设，出台高能所党的建设工作规则。加强对《中国科学院党支部工作手

册》落实情况的督查，推动建设“六有”党支部，规范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

心谈话等制度的执行和落实。配合北京分院做好支部书记胜任力培训。指导到届党支部

按照组织程序完成换届，配齐、配好支部工作班子，选好支部书记；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基层换届选举等工作程序；继续抓好党务干部培训工作；召开好党委纪委工作研讨会。 

4.继续做好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党员发展流程，重点做好一线科研人

员、科研管理骨干中发展党员工作。 

5.继续做好党建工作考评。修订党支部量化考核工作办法，将党建考评与述职评议

考核与党支部年度考核工作制度相结合，通过考核发现问题，切实整改，提高党员的党

性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党支部（总支）的战斗力。 

6.继续做好党费收缴和党员统计工作。继续在全所范围内推行网上党费缴纳方式，

加强对各党支部（总支）日常党费收缴和使用的监督力度。修订党费收缴使用规定，进

一步加强党费使用工作培训。 

7.做好异地大科学装置基地的党群组织建设，指导异地基层党组织开展好工作。 

（四）为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坚强纪律保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2018 年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2018 年 3 月，国家监察法施行，国家监委成立。8 月，《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完成。2019 年，我所将继续按照中央的新要求，有力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1.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续紧盯“四风”问题不放松。继续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将从严治党落实到基层党组织具体生活中。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发挥

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2.加强纪律建设，提高监督执纪问责水平。强化所党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严

格执行问责制度，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加强纪律建设，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紧盯“关键少数”，严把政治关廉洁关。 

3.继续就党的十九大对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进行部署，学习在新修订的党章中涉及

的纪律建设相关内容。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严格执

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诫勉谈话等制度。 

4.认真做好信访线索的查办工作。认真做好信访问题线索的查处工作，进一步规范

信访工作流程，提高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 

5.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性，打牢干部

职工廉洁从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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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纪监审干部队伍建设。 

（五）坚持党管干部，继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1.学习党中央 2018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

见》《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从

制度层面为全送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作出系统谋划、全面部署。 

2.做好职能处室领导的选拔任用等工作，切实抓好干部梯队建设。继续做好中层干

部培训工作。继续推动落实《高能所中层干部选拔聘用与管理实施办法》，加强对干部

的管理监督，推动落实关键领导岗位轮岗制度。 

3.落实党管人才原则，积极推动人才发展改革。 

（六）大力推进创新文化建设，激发我改革发展活力 

1.2019 年是建国、建院 70 周年，所党委及各党支部将按照院、北京分院、协作片

等安排部署和我所实际，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加以宣传，

并举办职工文化广场等特色纪念活动。 

2.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继续挖掘我所各项科研成果取得背后的先进事迹，继续举办

特色党课，提倡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3.普及法律、法规和新宪法知识，举办第五届“学法用法”系列活动。 

4.加强学术环境和科研道德建设。加强对创新论坛、博展馆等平台的建设，加强科

技强国精神的传承；指导共青团举办青年科普和学术交流活动，丰富学术交流载体；加

强学术诚信教育，防止学术腐败和造假行为。 

5.做好做深科学传播工作，扩大影响力。配合重大科技进展、大科学装置建设进展

组织好媒体宣传；继续做好网络宣传工作，扩大新媒体影响力；组织优秀原创科普作品

评选，鼓励科研人员参加科学传播工作；扎实推进政务信息工作；完善信息公开工作体

系建设；做好舆情应对工作。 

（七）夯实基层统战、群团和离退休工作规范化基础 

1.贯彻落实《院党组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实施细则》，做

好统战工作。继续做好统战座谈会意见和建议的答复工作，团结各方力量致力于研究所

的中心任务。 

2.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改革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指导工青妇组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结合各自特点开展工作。加强对群团组

织的政治领导，对群团组织坚持“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提出具体要求。做好职工

代表提案、职工之家建设以及为职工办实事工作；共青团继续做好辅助科研工作，开展

青年教育活动，结合中科院“两优两红”评选做好先进典型的宣传工作；妇委会关注女

科学家的成长需求，搞好“三八”庆祝活动，关注女职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3.做好离退休工作。加强离退休党建工作，推进对老同志的分类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包括加强离退休工作信息化管理等，扩大开展老同志的文化活动，关心关怀老党员和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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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党员，特别关注和帮助解决离退休同志遇到的问题。 

4.继续做好各类慰问和维稳工作。继续做好离退休和困难人员的慰问工作，继续开

展对科研一线职工尤其是异地建设职工的慰问工作，继续开展科技骨干和职工休养工

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帮教工作，按照有关要求落实关键时期的汇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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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科技创新重大决策部署 

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魏龙 

 

2018 年，高能所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积极整合地方资源，

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1.应用加速器 

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分别完成高能所和中子科学中心无形资产评估和备案；

2018 年 8 月合资企业东莞东阳光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2018 年 11 月

召开第一届股东会、董事会，任命董事、监事及管理层主要人员，审议通过公司组织架

构和各项规章制度。 借助 CSNS 束线站开展部分前期实验研究，组织协调首台加速器

的组装、恢复并完成场地基建工作，2019 年 3 月完成设备恢复和调试，新增设备和服

务采购金额约 2200 万元。获批“珠江人才计划”—“硼中子俘获（BNCT）治疗肿瘤装

备研发及产业化团队”（东莞中子科学中心+东阳光药业）获得广东省资助金额 3000 万

元，东莞市配套 1500 万，松山湖配套 700 万，总经费 5200 万元。目前已到位 1800 万

元。 

2.核医学成像设备 

完成 PEM 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工作，商业化运作由公司专业团队完成。乳腺 PET 实

现销售突破，多家医院完成医院论证、已经上报省卫健委，正在等待结果；杭州高能与

美中互利医疗有限公司建立战略合作，通过双方资源互补的形式，旨在将乳腺 PET 快

速布局国内市场。 

满足用户需求，进行产品升级，包含核医学成像半定量辅助诊断技术，软件系统从

IDL 版本升级到 Qt 版本，软件界面更加友好、美观验证 DICOM3.0 格式数据可兼容性，

与医院的 PACS 系统的顺利对接。杭州生产场地加层扩建，通过药监局审核和生产许可

证延续。完成两台乳腺 PET 生产，测试合格，已具备批产能力。 

乳腺专用低剂量多能 CT 技术研究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专项） 目前进

展：完成系统的硬件集成和调试；完成多能数据采集开发；准备性能测试及验收。    

3.精密检测设备 

CT 多场耦合岩石力学试验系统-基金委重大仪器研制专项。6MeV 岩石 CT 以及

450kV 岩石 CT 的所有指标均达到任务书要求，顺利基金委组织的项目验收。 

专家验收意见：研制了世界第一台高能加速器 CT 可旋转式岩石力学刚性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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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大尺度试样、模拟深部地层环境、观测岩石损伤破裂动态过程的试验目标，突破

了岩石破裂演化与气液运移试验的技术瓶颈。 

用户评价意见：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制的高能 CT 系统性能稳定，应用

高能 CT 已经完成大量的试验任务，进行了页岩、花岗岩、砾岩、砂岩、大理岩等多种

岩石样品的扫描，完成了岩石单轴压缩 CT 扫描试验、岩石三轴压缩 CT 扫描试验、岩

石 CT 水力压裂试验、岩石 CT 超临界 CO2 压裂试验等多种类型的试验，岩石裂缝识

别精度达到 50 微米，满足岩石力学试验要求，成像清晰。 

• 科技日报：给岩石做个 CT，打开破裂演进“黑匣子”（2018.10.25 ） 

• 光明日报：岩石 CT 机：看清岩石的破裂过程（ 2018.11.08 ） 

• 人民日报：我国研制出世界首台新型岩石力学试验机，揭开岩石破裂演进之谜 

（ 2018.11.19 ） 

X 射线三维分层成像仪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仪器专项）已完成调研、总体设计、

详细设计。改进现有 CL 技术，可达到项目成像分辨率指标 200 lp/mm。完成多台样机

关键部件购置、及软件界面设计。申请 3 项发明专利。并项目进展顺利，通过科技部年

度考评。 

宣传推广：在中科院-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会上选为路演项目，被评为“2017

年中关村十大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并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天使汇大屏上被展示一个

月。 

4.安全检查设备 

推进核安全监测成果转化，完成放射性核素成像技术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并推动产

品广泛应用。宣传推广，参加了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第 21 届中国北京国

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2018 年 IEEE 核科学研讨会和核医学成像会议暨第 25 届室温半

导体、X 射线 及γ射线探测器研讨会以及第三届中国粒子加速器会议。 

5. 抗肿瘤纳米药物 

保障抗肿瘤纳米药物转移工作顺利实施：2018 年 1 月 6 日双方完成技术文件的交

割。经多方协调，目前已落实怀柔科学城临时装备研发基地厂房；调研选定沧州渤海新

区为生产及后续研发基地、河北（廊坊）高新开发区为产业研发基地，此外第二笔合同

款支付时间确定为 2019 年 3 月 8 日前。 

二、院地合作 

1. 加强异地建设项目的院地合作工作 

积极推进广东精密加工中心的建设。“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工厂）

与“中科高能科技有限公司”（惠州企业）合资成立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 

• 2018 年 1 月 18 日，签署合资协议，所工厂占股 51% 

• 2018 年 4 月 24 日，完成工商注册，举行公司揭牌仪式 

• 2019 年 1 月 18 日，土地竞拍结束，近期启动厂房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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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重大项目需求，目前已启动公司增资计划 

东莞沙田清洗基地，正在筹建中。 

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公司为技术成果转化的载体，推动加速器技术成

果的产业化，在惠州形成加速器关键设备的研制和生产能力，服务于未来大科学装置的

建设以及加速器辐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标志着高能所与惠州市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

段，同时也意味着所实验工厂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东莞高能前沿技术应用产业创新中心。6 月市政府十六届 53 次常务会审议批准，

前期登记为事业单位，后期改制有限公司，1 月召开首届理事会，确定理事会成员（双

理事长：刘炜副市长，陈延伟副所长）孵化、培育项目 10 余项，为所内项目在粤港澳

转化提供孵化平台，正在筹划利用创新中心平台引入政府投资，安排部分 CSNS 技术

转化获东莞市“2018 年先进新型研发机构”荣誉（5/28）。 

积极参与广东省院地合作（其他）。与华为、比亚迪、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东

莞东华医院、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等其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科

技成果广东对接会，发布 CL，PET 成像技术及高性能硅基探测器等多项技术。深入学

习广东省科技转化鼓励政策，依托 CSNS、创新中心等现有机构为所内项目积极争取广

东省成果转化资金和政策支持。 

积极参与四川省院地合作。四川省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发布核医学成

像系列技术、辐照应用技术等多项科技成果，为促进院所科技成果与产业经济对接、支

撑四川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助力。顺应地方政策导向，挖掘现有沉睡专利技术，积极推

向市场。与四川康盛能源公司签订辐照医废处理技术框架协议。 

发挥院士工作站的平台作用，加强与地方经济的合作。丹东奥龙院士工作站，五年

来的合作成果：先后完成面阵传感器等多项研究和产品开发、获得授权专利 11 项、互

为牵头单位获得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二项。2017 年辽宁省“优秀示范院士专家工作

站”，2018 中国科协“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昆山国力院士工作站，利用地方政府和企

业资源为大科学装置建设服务，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制、进口产品替代等各

项工作，积极与地方政府和企业沟通，利用地域良好的投资环境，探索成果转化的途径。

景德镇市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院士工作站，开展陶瓷溯源检测技术研发及应用的

重要平台。2014 年，景德镇市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简称“检科院”）与高能所签

署合作协议；2016 年，检科院向高能所正式发出院士工作站入站邀请；2018 年 5 月，

完成院士工作站建站项目申报工作并顺利通过项目评审。成效：《陶瓷制品结构特征 X-

CT 检验关键技术研究》已完成了陶瓷制品结构特征提取的 X-CT 关键技术方案。《景德

镇古代白瓷鉴别分析研究》已完成了古代白瓷的检测和数据库建设。申请发明专利 1 项，

解决技术难题 1 项，为陶瓷艺术品鉴证溯源工作提供了可量化遵循的途径。天津森特

尔院士工作站，在东莞 CSNS 举办院士专家工作站企业创新战略联盟理事会，探讨利

用 CSNS，解决相关技术问题的可行性。承接 LHAASO 项目部分设备的研制，与天津

市森特尔新技术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依托单位）签署新的合作框架协议，与天津

中环新光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位置灵敏型的氦-3 中子探测器研制”协议。与天津市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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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新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申报天津市院市合作项目。吸纳天津理工大学为联盟成员，开展

合作交流。 

三、 公司经营与管理 

1.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积极推进惠州合资公司“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的建设，2019年完成厂房

建设和设备购置，形成生产能力。两年投资约1000万元建设东莞清洗基地，满足扩大

生产需求。 

2.北京求实高能技术开发公司  

2018年度经营状况，收入18260.8万元；营业成本18182.1万元，超额完成年度绩

效考核目标。 

名称 项目 金额（万/美元） 金额（万/人民币） 

签订合同 259 1,763.9 12,082.7 

招标 38 848 5,809.50 

到货 349 1744 11,946.5 

结算 381 2,491.59 18,995.99 

3.大装置配套服务 

配合完成散裂中子源设备验收工作，进口设备合同 207项，合计 6405万元。优先

解决 HEPS-TF项目合同执行问题，进口合同 248项，合计 7593.23万元。 LHAASO项目

新增订货 9 项，合同金额 818.4 万美元。PAPS 项目进口合同 30 项，合计 181.63 万美

元。为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协助办理 320只进口光电倍增管的换货手续。 

4.专家招待所 

客房共接待所内外客人 20896人次；客房出租率达到 83% (去年 81%）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70%）餐厅接待所内大中型会议用餐 60次；会议自助餐 5777人次；工作餐盒

饭 13567份；提供会议茶歇共 10141人次 2018 营业收入 1034万元。 

5.幼儿园 

幼儿园始终保持收支平衡、稳步发展；2018 年获得市财政补贴 305.8 万元。2018

完成本年度绩效目标；优惠所内职工保育费 164.7万元，开展师德教育培训，全面提高

教师师德修养，大胆采用混龄班的做法，缓解学位紧张矛盾。走进东莞分部，为东莞分

部的家长开展“科学育儿”知识讲座，加强校园反恐防控，及时配备防护器具及防护栏，

改善幼儿园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圆满完成石景山区一级一类优质园开放及一级一类复

验和石景山区督学工作。  

四、结束语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创新新格局加速形成，我国科技创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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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战略性转变的重要关口。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创新的重大决策部

署，高能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目标上推动中长期改革创新发展，因地制宜探索符合高

能所实际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加快推动与异地大装置建设所在地的院地合作工作，将

高能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提升到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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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园区成果 再接再厉保科研 

——在 2018 年度高能所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罗小安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

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一、基本建设玉泉路园区 

1.多学科大楼 

十二五多学科大楼，总规模：总 28247.6 平方米，地上 12 层，地下 2 层，打造绿

色节能建筑(一星)。概算批复 1.51 亿元，节约约 200-300 万元。获得结构长城杯金质奖，

竣工时通过了长城杯第一步验收。2018 年 1 月 15 日，完成五方验收。2018 年 2 月 8

日，开始发放钥匙，相关单位陆续搬家。目前多学科大楼入驻面积 8163 ㎡。 

2.玉泉路园区道路及围墙改造工程 

4 月份开工，历时半年，道路改造面积约 2.1 万平米，围墙改造长度约为 240 延米；

将原破损水泥路面改沥青路面，借此机会处理改善环境、雨排、管道、灯光等园区长期

遗留问题；将原破损、危险的围墙拆除，更新，并且不超预算完工。内容包含 14 号厅

向东，计算中心道路灯光以及体育场东门。 

3.多学科大楼景观工程 

施工内容：庭院工程、绿化工程、浇灌工程、照明工程；美化多学科大楼周边环境，

为大家提供休闲场所；5 月份开工，工期为 3 个月，绿地 6480.16 ㎡，硬地 2000 ㎡，

树木栽种 46 株。 

4.7 号实验厅及同位素实验厅内部装修改造 

修缮面积 2534.46 平方米，总投资 520 万元。 12 月 14 日完成验收，预算内完工。 

5.玉泉路周转房装修改造 

周转房装修改造项目获得 2018 年院 3H 工程专项补助；10 月份开始施工，分两个

阶段，预计 2019 年 7 月竣工；完成后，将大大改善住宿环境，提高科研人员的舒适度。 

6.屋面防水修缮工程 

10 个实验厅，11830.9 ㎡，10 月 8 日竣工，在预算内；解决雨季漏水，改善环境，

保护仪器设备等。 

7.玉泉路园区十三五基建项目 

方案的深化优化（包括各专业外网的方案）； 院里投资部分的立项申请； 已完成

地勘、稳评等前期调研工作。 现状：但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政策，五环内不支持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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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现暂停。  

二、异地建设  

1.散裂中子源 

所有单体均取得《东莞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新建足球场、70 多套集体宿舍装修。 

2.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面积 78000 平方米的 3 个 WCDA，1#水池完成约 98%，2#水池完成约 85%，3#水

池完成约 40%；1171 个 MD，已完成 270 多个 MD 混凝土罐体；9000 平方米的附属工

程，已完成 3050 平方米两栋单体的初步验收。 

3.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 

1#、2#、3#、4#、5#厅已封顶并完成外立面装修；2019 年中左右竣工。 

4.JUNO 实验站配套基建工程进展 

2018 年 1 月 30 日，斜井、竖井贯通、2018 年 10 月 16 日，3#廊道贯通。地面建

筑主体结构施工完成、预计 2018 年底投入使用。 

5.阿里原初引力波观测站 

阿里原初引力波观测站基建竣工验收；电力和网络线缆已铺设完成，部分配套设备

完成安装，开始气象监测。望远镜基座进入总装测试阶段；接收机各主要部件均已进入

详细设计阶段。 

三、后勤保障-日常工作 

1.水暖电运行维护与检修 

全年维修 4434 次，从回访情况看，总体比较满意，报修中心起到综合调度作用。 

 供水车间 供暖车间 

电气车间 

（电工维

修） 

总计 比例 

工作区 1148 129 862 2139 48.2% 

生活区 1531 258 506 2295 51.8% 

合计 2679 387 1368 4434 100% 

水：清掏化粪池，蓄水池清洗消毒，热水器清洗除垢，消防设施维护，供水管、网

维检等。此外对断裂管道修复、抢修对撞机供水主管、水管泄露进行维修。 

电：完成高低压电气设备、电梯、弱电设备等维护、运行以及各类电气工程改造等。

对夏季高峰负荷巡查及隐患处理、配合实验室洁净改造、抢修电梯，排除隐患，对高、

低压配电设备年度清扫、 检修、预试。 

暖：完成冬季供暖，安全运行，非供暖季锅炉保养和管道检修等，主楼、三公寓、

多学科大楼中央空调清洗维修，确保夏季供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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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堂监管 

重点食品安全，扩大风味品种，发挥伙食委员会作用，加强监管；食堂硬件设施修

补，行政处每月对食堂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明厨亮灶”工程，将食堂食品加工制

作过程的重要环节通过视频展示给就餐者和监管部门，共 10 处，实现阳光操作和透明

化管理。4 月在食堂推出美食节等活动，获得好评。 

3.物业监管 

2018 年 10 月物业合同到期，9 月 28 日完成招标，信科联再次中标；强化监管，信

息畅通，问题整改，总体满意度 94.32%；服务有所提升，得到表扬。 

四、后勤保障——3H 工程 

1.Housing 

中关村人才公寓共 62套房子（全院最多），已经入住 47人，优先争取到高端人才

公寓一套。申请院维修资金，修缮玉泉路园区的周转房。 

办理完成何家坟拆迁农民户 124 套安置售房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办理了产

权证。 

2.Health 

为全所职工、家属、学生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等。药品执行阳光平台统一采

购，提供常用药品 200种左右，保障了常见病的日常用药，也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的合

理增长。 

 

年度 
接诊 

（人次） 

咨询 

（人

次） 

处方量 

（张） 

卫生所毛收

入（万元） 

审核报销医疗

费（万元） 

体检人数 

（人次） 

2018 10176 650 18217 288 
3233（1-11）

月 
2400 

 

组织协调全所职工及学生的健康体检，包括东莞分部职工的体检工作，今年共计约

2400余人次。 

《高能所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2017 年 4 月），全所医药费的支出减少每年增

长的幅度也显著降低，通过进一步调研，特别是与离退休老同志及相关人员多次座谈，

积极听取意见，结合我所实际，依据有关文件精神，2018 年 12 月制定新办法。《高能

所公费医疗管理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优化退休职工的报销比例，个人负担

比例调整为在职职工的 50%，对于个人支付较多医药费的人员，所里另外还给予了部分

补贴。 

3.Home 

“幼升小”——玉泉小学合作协议（2015-2021）按照协议，至少六年没有后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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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但教育部的政策越来越严，玉泉小学不断提出新要求。2018年，34名学生进入玉

泉小学，“小升初”——中关村中学，只解决骨干。2018年，3名学生进入中关村中学，

所里协调教委、院 3H 办、国科大、中科大等；工会同时也做了大量工作。 

4.公务车改革 

1）报送《关于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进行处置的请示》，完成改革。 

2）班车 3辆，小轿车 2辆，远不能满足全所人员的需求。发展方向社会化，一辆

班车将报废。目前租小轿车 3辆。 

5.食堂 

西郊杏园继续经营；满意度调查，满意率 82%；重点食品安全，改善就餐环境；增

加风味品种，推出英文菜单；发挥伙委会，每月初食堂例会。  

6.消防 

确保“十九大”期间工作严格执行“十九大” 维护稳定方案，对全员进行培训，

24 小时双人值守；维修灭火器 1748 具，新购 495 具，重点部位添加 281 块消防标示

牌；清洗 BEPCII的 681 个烟感探测器。对撞区内部空调机房无消防报警；计算中心消

防报警设备重建；消防培训与演练。 

7.辐射安全管理 

完善辐射安全许可证，射线装置和辐射工作场所许可证增项；核材料许可证换发；

完成《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环评。成立全所职业卫生管理办公室顺利通

过了市安监局 2017年职业卫生评估申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放射源的日常管理组

织辐射安全培训和体检。 

8.日常维修 

水暖电运行维护与检修，日常维修统计如下： 

项目 上下水 电气 供暖 合计 

数量 1943 1168 413 3524 

维修单合计 3524单 

保修中心接报修率：42%，达 1480单。从回访情况看，总体满意。报修中心充分起

到维修的统一性、及时性、服务性以及追踪，形成闭环。 

9.应急事件 

抢修三公寓水源热泵，抢修 15 号厅供暖立管，在地震局连夜抢修断裂的水管，无

论早晚，在臭味薰天的污水泵房紧急抢修电气故障。 

五、后勤保障——安全第一 

1.强化布置，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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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组织召开了全所安全工作会议，及时上级部门对安全工作的新指示，特别公

安、消防、辐射安全管理新规定。根据周边和全所安全出现的新情况，所层面对安全工

作的新要求布置下去。7月份组织科研生产安全隐患排查和夏季灾害防范工作安全会议。

全年全所无较大的安全事故。 

2.辐射应急演习 

12月 29日，行政处组织开展了辐射事故应急综合演练。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实

验物理中心和行政处安保办、医务室、车队、信科联物业等有关单位 30 余人参加了本

次演练。检验了辐射事故应急救援程序、应急监测和医疗救护等内容。  

3.高能所获得北京市“健康示范单位” 

涉及：环境、绿化、卫生、健康、全民健身、控烟等方面石景山区五家单位入选。 

存在的问题： 

1. 食堂为 1958年木结构房，结构、消防安全隐患很大，需要大维修； 

2．所里供水、电、暖管网老化日趋严重，既增加维修量，又消耗能源； 

3．国管局老旧小区改造迟迟未有音讯，园区各楼群逐渐出现的设施、结构等问题

也日益； 

4．高能光源开工、PAPS开始安装后，怀柔后勤保障条件未知； 

5．多学科大楼已经使用，但存在一些设备问题； 

6．研学生宿舍条件较差，装修只能安置本所的学生，联培生暂无法统一安置； 

7．高能所尚未实施“一卡通”； 

8．门诊部医疗设施、环境老化，需要更新、添置基础医疗设备； 

9．行车难； 

10．退休人员的活动场所不足； 

11. 赤字过高； 

12. 园区的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维修越来越难； 

13．停车难； 

14. 基建全面铺开，特别是异地建设，人员不足。 

六、2018年工作重点 

1.完成园区道路改造及围墙加固，完成同位素厅装修。 

2.完成科研楼周边绿化的施工。 

3.完成运动场的改造。 

4.继续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协助选聘物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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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国家机关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启动，积极配合实施。 

6.办公区物业 10 月份到期，按照国家规定，继续招标选择。 

7.进一步加强食堂的管理，探索新模式。 

8.探索医疗管理办法。 

9.加强对 3公寓管理，更换磁卡，争取再多收回房间。 

10．采取措施，改善停车难的状况。 

11. 协助大科学装置建设做好相关的基建、消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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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代会（工会）工作报告 

——2018 年度高能所工会（职代会）工作报告 

 

陈宏刚 

 

关心职工生活，关注职工健康，维护职工权益，为职工排忧解难，凝心聚力，促进

研究所的发展，是工会的职责，也是工会干部时刻挂在心头的念想。2018 年，所工会

在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工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上级

工会的工作部署，突出职工思想引领，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职工贴心人，做了

大量细致的工作。所工会和各分工会都尽职尽责，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干部职工

的肯定和好评。 

一、坚持职代会制度，服务研究所发展大局扎实做好职代会各项

工作 

1. 组织召开八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 

代表们认真听取所长、书记工作报告，听取财务工作报告，园区建设、成果转化工

作报告和职代会工作报告。 

大会后，经过所工作会议代表和职工代表分组讨论，形成 2018 年所工作会议暨职

代会分组讨论意见汇总，上报所务会。 

2. 做好职工代表提案工作  

2018 年，八届五次职代会收到职工代表提案 26 份，合理化建议 20 份，提案涉及

所科研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园区建设、后勤服务等几个方面。 

职代会提案小组将提案分类汇总，由单保慈副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通报。  

会后，及时将提案和合理化建议整理上网。在党政办的大力推动和督促下，26 项

职代会提案得到了答复，20 项合理化建议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回应或落实。落实结果

可在网上查询。最佳提案：24#提案：切实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多学科中心）16#提案：

提高所运动会置装费标准（加速器中心） 

3. 召开了 10 次职代会常委会 

职代会重点议题讨论：通报所工会经费检查情况、汇报工会财务预决算、讨论游泳

池问题、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汇总；院工会组织各类职工休养名额分配问题、参加院工会

培训中遇到的问题；审议人资处新制定的 《高能所职工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高

能所项目聘用人员管理办法（试行）》和修改《高能所体育场管理规定》。汇报体育场改

造 项目施工及验收总结、体育场的管理规定、通过 2 个基层分工会换届报告、调整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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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收费问题；道路基础设施改造情况通报、讨论工程骨干休养问题、体育场管理问题；

运动会情况通报、工会财务经费支出调整、中国科学院工匠推荐、通报院工会主席李和

风一行慰问 LHAASO 情况；讨论人资处要求征集意见的三个管理办法：1、近期工会工

作情况通报落实 2、职工代表培训班内容 3、其他问题讨论 4、2019 年工会工作要点。 

4. 召开 4 次工会主席会，通报情况，动员布置工作 

布置职工提案、建议征集工作；布置主题知识竞赛活动 

5. 举办职工代表培训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12 月 27 日，所工会举办了职工代表培训会。来自全所的 120 名职工代表和工会干

部参加了会议。所党委书记潘卫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学习班上代表们一方面深入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中国工会十七大会议精神。对《如何开展好职工代表提案工

作》进行了培训。了解《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职工代表提案答复满意

度调查”及评选最佳提案活动。就突发事件应对与逃生，进行了培训。另一方面与所领

导的交流沟通，及时掌握所里的相关政策，更好地保障职工权益的落实。 

6. 举办工会年终考评，提高工会工作整体水平 

12 月 27 日，高能所工会召开了基层工会工作总结会。19 个基层工会对照基层工

会“职工之家”建设工作量化表，分别从“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活跃、职工信任”

等方面 18 个子项作了工作汇报，交流了各自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和创新之处。评委们在

认真听取各基层工会的工作汇报后，根据各工会的汇报和实际工作情况，对照所《基层

工会“职工之家”考核量化表》进行打分。 

7. 开展总结评优活动，激发工会组织活力 

工会先进集体：考评结合评委打分和日常工作得分一等奖：实验物理中心，加速器

中心，多学科中心，东莞分部；二等奖：粒子天体中心，核技术应用中心，技经处，党

政办，财务资产处，大装置中心；三等奖：科研处，理论室，人资教育处，行政处，计

算中心，工厂，通用运行部，离退办，文献信息部；优秀工会干部：43 人，积极分子：

35 人；先进兴趣协会：一等奖：排球协会、篮球协会；二等奖：乒乓球协会、足球协

会、太极拳协会；三等奖：集邮协会、柔力球协会、青年舞蹈协会。 

8. 坚持做好基础工作，加强工会规范化建设 

2018 年，各级工会坚持和完善做好计划和总结的工作制度；4 个基层工会按规定

完成改选换届；各级工会足额完成会费收缴和上解工作；及时上报院工会各种统计调查

表；办理工会法人资格年审等，各项基础性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 

二、做好工会工作，促进科研环境和谐 

1. 开展科研一线慰问，关心科研工作者工作生活 

1月25日上午，所党委书记潘卫民率队到东莞分部慰问了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一线建设人员。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就针对东莞分部年轻人员开展培训、加强宣

传工作和创新文化建设、开展对外合作，以及推进工青妇工作等方面问题积极建言献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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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潘卫民书记率队慰问江门中微子实验基地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工作人员，

向他们送上所党委、所务会和全所职工的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并与现场工作人员进行

了座谈。 

院工会主席慰问高能所 LHAASO 科学工程基地，9 月 19 日，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

常务副书记、院工会主席李和风一行赴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海子山建设现

场调研并慰问一线科研人员，北京分院副院长、京区事业单位党委副书记、院工会副主

席李静，院直属机关党委群工部部长王宇星，京区事业单位工会办公室主任何成东参加

了慰问。高能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所工会主席陈宏刚陪同慰问。李和风主席

代表院直属机关党委、院工会以及北京分院工会对科研人员远离家庭、奋战高原、无私

奉献精神表达了深深的敬意，院工会组织将全力为一线的建设者提供保障，解决好工程

建设中的困难，同时加强对在高原艰苦条件下科学家们和工程人员所展现出来的舍身

忘我精神大力宣传，弘扬爱国奉献的正能量。各级工会组织一起关心关爱野外台站职

工，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尽可能创造更好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引导广大职工为

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3. 深入开展送温暖活动，传递组织和领导对职工的关爱 

所工会深入了解困难职工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状况，及时为院工会更新困难职工档

案库提供第一手材料，积极配合所行政做好春节、十一的送温暖工作。2018 年，累计

慰问困难职工 25 人次，慰问 3 名患病和困难的劳模，带去了组织的关心和温暖。 

4. 做好职工休养工作，维护职工权益 

职工休养既是职工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进职工身心健康的重要举措，这项

工作已经坚持了 32 年。每年的职工休养活动，所工会都全力做好服务工作。让职工更

好地愉悦精神、放松身心，为科研工作蓄力。今年共安排了 46 名干部和职工参加了为

期 7 天的休养。 

5. 组织骨干休养，为科技创新再出发蓄力 

中国散裂中子源历经 6 年半的紧张建设，自 2018 年 3 月试运行以来，装置运行可

靠稳定，首期三台谱仪已完成 10 个用户单位 16 个研究组的 21 个样品实验，并取得了

首批重要科学成果。8 月 23 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顺利通过

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在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所领导批准为长期奋斗在散裂中

子源工程中的骨干组织一次专项休养。所工会配合东莞分部工会经过充分调研，精心组

织，共有 25 名散裂中子源工程骨干参加了休养，为大家提供了一次放松身心、亲近自

然的机会。 

6. 组织研究员专项体检，关注科研骨 5 干身心健康 

院工会每年组织研究员专项体检，所工会接到通知后，及时与各中心、室、处工会

干部联系，本着自愿的原则，今年共组织我所 132 名研究员参加了专项体检。所工会

尽管经费紧张，仍然坚持每年拨款 29 万元，增加我所职工体检的一些项目，充分说明

了工会对职工健康的关注。每年，所工会认真做好职工大病筛查统计工作，2018 年年

底向院工会上报职工重大疾病筛查统计工作，争取到院工会补助 14.43 万元，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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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职工健康。 

7. 关注职工身心健康，组织健康知识讲座 

10 月 10 日，由所工会积极申请，院工会和心理所大力支持，在高能所报告厅举办

了首届中科院“心理健康嘉年华”活动。所工会联合所团委和妇委会成功地承办了本次

活动。130 人参加。活动中，中科院心理所应用发展部主任作了题为“认识自我理解压

力感受幸福”的心理学讲座，让大家受益匪浅。她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现场气氛热烈。下午，在报告厅 216 会议室，心理所的老师为学生和职工做了现场一对

一的心理咨询。报告厅活动现场还准备了很多心理学科普方面的仪器设备，通过各种体

验和测评活动加深对自身认识的同时，亲身体验心理学的 神奇与奥妙。 

三、为职工排忧解难，助力科技创新 

积极推动落实 3H 工程，努力解决职工子女入学、入托难题。 

今年的幼升小工作中，多次与 3H 办、玉泉小学联系、沟通，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协调解决了 34 位职工子女跨区入小学难题，协调解决 1 名国外客座教授子女就学问题 

协调解决 4 名职工子女上中学问题 8 名职工子女入托中科院幼儿园。 

为了与学校建立良好的共建合作关系，增进校方对我所的情况了解，所工会配合学

校完成玉泉路科教园区校区部分设施改造。配合学校科研结合，组织教研组参观了中国

散裂中子源、大亚湾中微子研究基地，接待优秀学生团参观大亚湾中微子研究基地和中

国散裂中子源。 

四、组织各类文体活动， 促进创新文化建设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文体活动——根据上级工会部署和所工会年度工作计划，所工

会继续在全所开展“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坚持开展全所性、普及性的职工日常文体活

动。成功举办第十届职工运动会。支持鼓励基层工会和兴趣协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有益于

职工身心健康的各项活动。参加上级工会组织活动，为所争得荣誉。 

1.组织全所性的职工文体活动 

组织了迎春长跑比赛，20 个单位近 1300 名选手参加。组织了全所扑克牌比赛，20

个单位 34 支队 102 名选手参加。组织全所篮球赛，11 个队 140 多人参加，进行了 30

场比赛。组织了全所排球赛，10 个队 130 人参加，进行了 27 场比赛。组织了第十届职

工运动会，20 个单位 1000 余名职工参加了比赛。组织了全所乒乓球赛，11 支男队、13

支女队，共 96 名运动员参赛。 

2.成功举办第十届职工运动会 

两年一度的职工运动会，是高能所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集中展示全民

健身成果的一次总结汇报；也是提高广大职工健康素质 的重要举措。通过本次运动会

的举办，激励广大职工以健康的体魄、崭新的精神风貌投身到科研工作当中！10 月 14

日，中科院高能所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场举办了第十届职工运动会，党委书记潘卫民

率一千余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本届运动会，其中运动员达到 900 余名。中科院工会副主

席、北京分院副院长兼工会主席、体协主席李静出席大会并致辞。应邀出席的嘉宾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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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院工会常务副主席、体协常务副主席徐治国，北京分院工会办公室主 任、体协

秘书长何成东。工会主席陈宏刚主持大会。 

3.修建体育设施，为职工健身场所创造必要条件 

完善的文体设施是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手段。高能所工会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和财力，为职工群众打造良好的休闲健身环境。今年 3 月，所工会投资 96 万元改造

高能所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 9 月，所工会匹配资金 30 万元将东莞分部闲置的一块

场地改造成足球场 投资 5.8 万元维修羽毛球场地为野外台站工作人员购置健身器材：

乒乓球桌 2 台制定了体育场管理办法，4 月份开放以来，受到广大职工、学生、家属的

好评。 

4.支持兴趣协会独立自主开展活动第十七届职工文化广场、新春团拜会。 

每年举办高能所兴趣协会工作会议。来自全所 11 个兴趣协会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各兴趣协会分别就协会 2018 年的活动开展情况、人员组织情况、经费使用情况、2019

年工作计划等方面进行汇报，部分协会还提出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对所工会的工作

提出了建议。 

5.2018 年兴趣协会的主要活动及成绩 

乒乓球协会：邀请上海嘉定区乒协、中华书局乒协、航天二院乒协来所交流和比赛。 

参加中国科协乒乓球赛。 

集邮协会：举办春节联欢会，参与“科技”主题大型邮展。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果”冬季邮展。 

青年舞蹈协会：开展 59 次舞蹈、瑜伽活动，组织了 2 次品牌活动-插花讲座和减压

催眠讲座。 

排球协会：协助所工会组织全所排球赛及冠军对抗赛，组织排球训练及教学，参加

院京区第一届气排球比赛夺得第一名。 

篮球协会：协助所工会举办全所篮球赛，组队参加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首届职工篮

球比赛举办夏秋两季篮球活动，毕业生友谊赛。 

足球协会：协助组织全所青年足球赛。 

柔力球协会：坚持每天晨练，参加久久星首届网络视频大赛，参加第二届京津冀比

赛，参加院柔力球交流赛，参加首届育英双拍 双球交流赛。 

舞蹈协会：坚持了每周两次活动，学习了古典舞的基本元素和教材，组队参加院、

区、所举办的演出。 

戏曲协会：每周坚持训练，排练对口唱段，参加中科院戏协等组织的京剧演唱会，

收到好评。 

游泳协会：参加北京分院游泳邀请赛，代表中科院赴杭州参加全国成人游泳比赛，

均取得好成绩。 

太极拳协会：组织 20 人参加北京分院组织的全民健身月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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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队参加上级工会的文体活动： 

组织 20 人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太极拳，参加中科院在北京分院组织的全民健身月展

示活动。组队参加中科院北京分院首届职工篮球比赛，获得第五名。组队参加中科院北

京分院第一届气排球比赛夺得第一名。组队参加北京分院游泳邀请赛，均取得名次。获

得了二项第一名，二项第二名，其他获三至八名。 

五、获奖情况 

1.高能所选送作品荣获纪念“科学的春天”40 年比赛一等奖  

10 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在北京未来剧院召开“科学的春天”40 年征

文、书法、绘画、摄影、老照片的故事获奖作品颁奖仪式。高能所选送的征文《改革开

放的春风催生了中国的高能物理事业》（作者：郑志鹏、蒙巍）、老照片的故事《科学的

春天使 我成为新中国首个博士》（作者：马中骐）分获比赛一等奖。 

2.高能所荣获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 2018 年度群团工作先进单位。 

3.所工会获得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 2018 年度全民健身先进单位。 

六、2018年工作要点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文件，以十九大精神指引高能所工会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凝心聚力，全民健身，促进科技创新。 

一、加强职代会自身建设，积极参与所里民主管理，当好桥梁和纽带。重要事项在

做出决定之前，就征求职工代表意见。职工代表提案答复情况和落实情况及时向提案代

表反馈。 

二、实施全民健身战略，促进职工身心健康，让广大职工以强健的身体，更加饱满

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科研、大科学装置建设、科技开发、管理及技术支撑等各项工作中，

为我所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组织健康讲座；组织好各类比赛；举办培训班；培养积

极分子；支持各分工会、各类兴趣协会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完成体育场改造

项目，协调游泳池的维修和恢复工作，为职工和学生健身提供条件。 

三、凝心聚力，鼓舞士气，为大科学工程建设和重大项目鼓与呼。继续开展好野外

台站工作人员慰问工作，鼓舞士气，并对发现科研和工程建设过程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

先进事迹，进行宣传。 

四、维护职工权益，继续做好职工福利工作。 努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做好体检、

疗休养、节日慰问品、电影等福利。 

五、努力为职工排忧解难；做好困难职工、患病职工的慰问工作。继续解决好职工

子女入学难等问题 

六、组织好第十届高能所职工运动会。 

七、做好职工代表培训工作，把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当着重要培训内容。 

七、高能所工会 2019 年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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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所工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会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总十七大会议精神，增强工会的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强化工会工作的问题意识、改革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

识，通过主要任务的逐一落实，推动各级工会工作整体水平再上新台阶。 关注职工身

体健康，关心职工工作生活，为职工排忧解难，当好党的助手，做好职工的贴心人，为

促进研究所的发展凝心聚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1.以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贯彻全总十七大会议精神为契机，推动我所工会工作蓬

勃发展。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大群团工作格局，

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主线，不断激发工会组织生机活力。 

2.加强工会组织、制度、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工会工作活力；学习全总十七大会议

精神，学习贯彻总工发【2019】6 号文件。按照上级工会部署，做好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复验工作。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3.围绕所党委和上级工会重点任务，大力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围绕建国、建院 70 周

年开展庆祝活动。组织参加全院运动会。 

4.以贴近需求的人性化举措为内容，进一步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继续做好职工休养

工作；送温暖工作；开展野外台站慰问工作；配合家长做好职工子女跨区上学工作；配

合院工会，继续做好研究员专项体检等各项工作。 

2018年工会经费收支情况 2019年工会经费预算 

2018 年工会经费收支情况：预算收入 438 万，实际收入 390 万。比预算少 48 万。

会费收入：11.8 万；拨缴经费收入：321.6 万。(年底绩效部分未到) 上级补助收入：54.8

万。其他收入：2 万。 含院工会回拨、重大疾病筛查补助、困难补助、哺乳室、竞赛

奖励等。预算支出 535.4 万，实际支出：587.2 万。比预算多支出 51.8 万。主要原因有：

工会文件提高了运动服装标准，每人增加 200 元；常委会研究决定，支持东莞分部 30

万元修建足球场；根据所务会决定，组织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骨干休养。这三项支出都

是在预算之外的。 

2019 年经费预算及使用情况 

2019 年预算收入合计  4630000 

1 会费收入  120000 

2 拨缴收入（按工资总额*2%*60%）  3500000 

3 回拨补助（应回拨 10%） 350000 

4 专项补助（3+48+14） 650000 

5 利息 1 万元 10000 

2019 年预算支出合计  4630000 

一、活动支出 

1、办公费、差旅费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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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报费宣传费等  10000 

3、迎春长跑、篮球赛、排球赛、游泳比赛、乒乓球赛、扑克牌

赛、足球赛、创新文化广场、新年团拜会等  

320000 

4、电影票 200000 

5、兴趣协会拨款及奖励  60000 

7、每单位下拨工会活动费每年每人 400 元  600000 

8、支付运动会场租  70000 

9、节日慰问会员 1100 元(含生日)  1650000 

10、京区运动会、气排球赛等上级比赛活动  100000 

二、业务支出  

1、职工代表培训  40000 

2、基层工会总结会 5000 

3、表彰年度先进集体等  70000 

4、表彰优秀工会干部、工会积极分子 60000 

5、补助会员体检费（含离退休职工）  290000 

6、研究员体检  10000 

7、异地慰问  70000 

8、职工、骨干休养  300000 

三、维权支出  

1 慰问劳模、困难、生病职工等  10000 

四、资本性支出  

1 匹配各中心体育设施、增加健身器材  65000 

2 恢复游泳池  350000 

3 俱乐部地板  30000 

4 地下活动室（羽毛球场、篮球、乒乓球、舞蹈）  80000 

五、其他支出  

1 体育场、职工俱乐部开放费  70000 

2 建国 70 周年、建院 70 周年庆祝活动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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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主责主业，真抓实干，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 

    ——高能所 2018 年纪委工作总结及 2019 年工作要

点 

 

魏 龙  

2018 年是高能所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高能所纪委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科

院纪检监察组、中科院直属机关纪委、京区事业单位纪委和所党委的领导下，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新部署，围绕两个责任，把纪律挺在前面，聚焦

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现将 2018 年度高能所纪委工作

完成情况总结如下： 

一、2018年度高能所纪委工作完成情况 

（一）加强理论学习，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所纪委委员和纪监审干部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2018 年 8 月，纪委书记魏龙在高能所中心组学习会上讲廉政党课，报

告题目为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2018 年 9 月，

指导纪监审干部前往基层党支部结合工作实际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三十讲》第 28 讲《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018 年 10 月，召开八届

十六次纪委会集中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纪

委委员通过学习认识到，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贯彻《条例》，模范遵守纪律，严格执行

纪律，带动全所党员学习《条例》，增强贯彻《条例》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2018 年

12 月，组织学习《中国科学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负面清单（试行）》，组织学习《关于

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领导同志讲话精神，

召开专题讨论会，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规定的 6 类人员，对高能所行使公权

力的各类人员进行梳理。 

（二）聚焦主责主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 

所纪委把监督作为首要职责，通过日常监督、过程监督、专项监督、内审监督等多

种方式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督，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

法规。检查高能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的执行情况。 

从日常监督着手，建立了纪监审监督执纪台账，内容涉及人事、基建、科研经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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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三公经费、会议费、采购等。在日常工作中做到对人、财、物关键岗位人员常

提醒常监督，加强对大科学工程重点项目招标、干部选拔任用、职称评聘、招收研究生

等领域的监督。《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中层领导人员选拔聘用和管理实施办法》修订后，

所纪委根据文件的重点内容确定检查范围，前往人资处检查文件的落实情况。 

所纪委认真落实新任干部任前廉政谈话制度。2018 年，纪委书记魏龙与新提任的

中层干部进行任前廉政谈话 8 人次。所纪委认真执行《高能所关于上交礼品(礼金)的处

理办法》（高发党字〔2008〕160 号），对干部职工上交的礼品（礼金）进行登记，经请

示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高能所异地大科学工程项目多，所纪委重视异地大科学工程的廉政建设，2018 年

9 月、2018 年 11 月纪委书记、纪委副书记、纪委委员、监察审计办公室副主任分别前

往中国散裂中子源、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开展纪检工作指导。落实党委会的决议，异地

大科学工程的招标工作必须由异地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全程参与监督。 

加强内部审计监督，2018 年共完成 80 个科研课题的专项审计，涉及经费总额约 3.5

亿元；完成 2 位中层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完成零星基建项目结算审核 8 项，项目总

经费 2778.9 万元，核减金额 233.53 万元，完成中国散裂中子源、多学科实验平台两个

建设项目中基建工程的结算，涉及金额 10.6 亿元，结算核减金额 1.82 亿元；配合完成

国家审计署、财政部专员办、科技部政策司等 6 家单位的审计监督检查工作，针对国家

审计署审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我所积极落实整改，持续跟踪、督促有关部门整改，现

已全部整改完毕；另完成 2017 年度党费审计的复核工作。 

（三）在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中主动发挥作用 

协助高能所党委健全完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反腐倡廉建设

年度计划、落实责任分解，推动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在全面、逐级签订个性化

责任书基础上，重点对个别责任人变动的，及时督促重新签订责任书。所务会及党委会

经常讨论有关经费使用、项目招标等工作内容。 

高能所长期坚持党委纪委研讨会制度。2018 年 5 月，高能所召开党委纪委研讨会，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委员、行政部门负责人参加。纪委书记魏龙代表所纪委总

结 2017 年纪监审工作，部署 2018 年度工作，工作计划除制定提纲挈领的工作要点之

外，还确立工作安排表，明确时间点、落实单位，及时跟踪落实情况。基层党支部书记、

纪检委员针对高能所的中心任务和纪检工作重点展开讨论，提出意见建议。 

（四）在督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主动发挥作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方面重要指示精神，督促

落实《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制定《高能所党委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细则》（高发党字〔2018〕141 号），督促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本单位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改进工作作风。 

按照中科院条财局、监审局的部署，完成了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高能所差

旅费管理的自查自纠工作。通过自查，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 1 笔，重复报销市内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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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笔，相关人员退回 7014.80 元。此项工作不仅对我所差旅费管理及相关规定进行了

梳理，同时使差旅费报销管理规定深入人心，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所纪委还开展对各

研究室上报 2018 年会议计划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组织相关部门健全完善反腐倡廉规章制度，推动党政联合办制定《高能所国内公务

接待管理办法》（高发办字〔2018〕180 号）、行政管理处制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公务用车管理规定》（高发行字〔2018〕222 号），推动制定修订《高能所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条例》（高发技字〔2018〕204 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公务卡管理

暂行办法》（高发财字〔2018〕98 号）、《高能所职工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高发

人字〔2018〕79 号）等制度。 

（五）以宣传教育为基础，营造廉洁氛围 

加强党规党纪宣传解读，将纪律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年度工作计划，统一部

署、统一实施。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律教育，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廉洁从业

意识。      

围绕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廉政提醒，把节日期间的正风肃纪工作与日常监督结合起

来。例如，2018 年 9 月所纪委举办廉政教育专题培训，纪委书记魏龙在会上作题为《深

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事求是推进研究所廉政建设》的报告，对于廉洁自律的内

容重点提炼，划出廉洁红线，时值中秋国庆节日将近，纪委书记对与会人员进行了节日

的廉政提醒，会议还邀请中科院条财局潘成利进行培训《正确对待审计，规范业务管

理》。 

利用违纪违法案例开展警示教育。2018 年 10 月中科院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后，所纪

委及时组织召开警示教育报告会，邀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科院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孙中和作题为《严守纪律，勇于担当，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的报告。报告引起与

会人员的强烈反响，会议还组织观看中央国家机关警示教育录《警钟》。 

监察审计办公室及时购买了《条例》下发基层党组织，并通过网络方式转发《条例》

学习辅导资料、自测题拓宽学习渠道。制作《条例》学习辅导报告，成立宣讲团，结合

院所违纪违法案例到支部开展《条例》宣讲开展警示教育，在全所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贯

彻《条例》的热潮。全所基层党组织均开展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题学习。 

（六）按要求组织开展执纪审查工作，重视运用“四种形态” 

2018 年共处理 18 封信访件，信访来源有自收 10 件、上级转办 6 件、领导交办 2

件。除 3 件属于业务范围外，其余问题线索按反映问题六大纪律分类，分别为：违反组

织纪律 3 件，违反廉洁纪律 8 件，违反工作纪律 2 件，违反生活纪律 2 件。截至今日，

除 1 件正在核查中，3 件待上会讨论外，其余信访件均已了结。对于业务外的信访件，

我们也督促相关部门改善管理，如推动医务室落实工作时间停诊公示制度。所纪委严格

执行工作规则，指定专人负责管理问题线索，逐件编号登记、建立管理台账，结合不同

问题线索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按照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等方式依纪依规进行处

置。所纪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把好干部职工的廉政鉴定意见审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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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为干部提任、评优评奖出具廉政鉴定意见 102 份。  

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开展廉政教育的同时向基层党组织党员做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的宣传教育，深入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用好第一种形态，

开展批评教育 2 人次，针对科研项目关联交易等方面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

提醒相关人员，起到红脸出汗的效果，从保护科研人员的角度出发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一些科研人员表示感谢组织上的关怀与及时提醒。 

信访工作受到了广大职工包括上访者的肯定，化解了矛盾，为科研中心工作的顺利

开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七）加强纪监审干部队伍建设 

规范纪检工作程序，起草《高能所纪委工作规则》，强化纪检组织内部管理监督。

坚持纪委委员联系基层党组织制度，明确了纪委委员的分工和联系单位，为履行纪委职

责奠定组织基础。定期召开纪委会研究、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有关事宜。 

按要求设置监察审计办公室并督促认真履行职责，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按要

求配备纪监审干部，为加强审计队伍力量，将财务处原处长调入监察审计办公室专职从

事审计工作。 

按要求落实上级纪检组织的调训任务，在研究所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支持纪监审干

部前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科院纪检监察组借调、中科院党组巡视、中科院基本建设

项目验收检查 10 余次、中科院直属机关纪委组织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纪委工作手册》

编写、北京分院材料采购内部控制专项审计 2 次等。加强教育培训，纪委书记魏龙参加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科院纪检监察组委托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举办的专题培训班等学

习，纪监审干部参加中科院审计核心团队培训、中科院政府会计培训、北京分院纪监审

业务培训并在纪检专项工作交流研讨会上发言。配备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并督促落实

监督责任，注重对纪监审干部的日常管理与监督约束。 

另外，针对大科学工程项目经费多、科研骨干较为年轻的特点，多学科中心党总支

设立纪检工作组，配合监察审计办公室加强对项目经费、课题组长的监管。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回顾过去一年的纪委工作情况，所纪委在监督执纪过程中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对“两个责任”和“一岗双责”认识存在偏差。一些科研人员和少数党员干部、

管理人员对党风廉政与反腐败建设的认识不足，认为这只是党委纪委的事，缺乏主动参

与意识，需进一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提高全所人员的认识。  

2.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个别部门存在落实整改问题不积极主动等情况。 

3.履职能力与新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纪监审工作往往涉及党纪法规、财务、人事、

科研管理等多个领域，纪监审干部应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三、2019年高能所纪委工作要点  

2019 年，高能所纪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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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领，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和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精神、决策部署，不断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与

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圆满完成高能所各项工作任务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中科院纪监审工作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中科院纪

监审工作精神。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严格执行组织纪律，认真做好所党委所纪委换届的监督工作，保障党员的民

主权利，确保各项选举工作风清气正。 

（二）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协助所党委健全完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根据年度纪监审工作要

点细化每月计划、跟进计划的落实，推动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 

根据院党组的要求修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在所行政班子、所党委、所

纪委换届后按照要求层层签订个性化责任书，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充实细化责任

书的内容，加强考核和问责，在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中主动发挥作用。 

（三）以日常监督为抓手，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高能所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的执行情况。从日常监督着手，做好纪监审监督执

纪台账的登记、管理、分析与结果运用，加强对人、财、物关键岗位人员和的监督，加

强对大科学工程重点项目招标、基建、三公经费、会议费、采购、干部选拔任用、职称

评聘、人员招聘与招生、科研经费关联交易、兼职取酬等领域的监督。 

关注异地大科学装置项目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加强对人员招聘、经费使用和大宗

采购过程的监督。加强对《高能所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细则》等各项规

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改进工作作风。协调相关职能管

理部门健全完善反腐倡廉配套规章制度。 

坚持执行述职述廉、任前谈话、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认真执行《高

能所关于上交礼品(礼金)的处理办法》。 

（四）深化内部审计，突出风险导向，加大重点领域监督力度 

抓住“关键少数”，开展 2019 年中层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以任职期间组织科研

管理活动真实、合法和规范为基础，加强对领导人员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领导

干部正确履行经济责任。配合完成北京分院对我所行政班子的届终审计，落实整改意

见。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属事业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人员履行经济责任若干要求》文件精

神，对采购业务、租车业务、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关联公司科研经费等开展审计；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作风建设相关事项开展审计；以风险为导向，开展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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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供应商管理、基建项目审计；以大额资金、自主部署项目为重点，开展科研经费

审计。 

各研究室应加强对出租车票连号情况与会议费中餐费、用餐地点真实性合法性的

审核把关，如发生上述业务，相关审批人将被问责。  

处理好“放管服”中“放”与“管”的关系，给科研人员和科研经费“松绑”，不

是纪律规矩上的“松绑”，该“放”的要坚决放到底，该管的仍要严格管理，减少不必

要的层层审批，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落实审核把关职责，提高管理效率，使科研

经费真正用在科技创新的刀刃上。 

（五）抓经常性纪律教育 

将廉政文化建设融入高能所文化建设的总体格局中统一部署、统一实施。围绕年节

假期等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廉政提醒。加强党规党纪宣传解读，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为重点，面向党员干部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与廉洁从业教育，

以领导干部、科研骨干、重点岗位人员为重点对象，通过所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讲

廉政党课，专题报告、中科院警示案例讲座、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方式，开展一系列纪

律教育活动，树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科研和管理人员廉洁从业的价值理念。 

（六）按要求组织开展执纪审查工作，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的学习

与宣传。畅通信访举报渠道，认真做好信访举报的接待、登记工作，按照《规则》要求

认真做好问题线索的查处，严格工作程序，依纪依规依法开展执纪审查，推动《规则》

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力求较清楚的问题线索件件有着落。加大执纪审查力度，重点查处

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的问题，重点查处科研经费使用管

理、基本建设领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对于重要问题线索，集中力量快查快办。 

精准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监督执纪全过程，注重

教育转化，积极探索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 

（七）加强纪监审干部队伍建设 

出台《高能所纪委工作规则》，充分发挥纪委委员的作用，坚持纪委委员联系基层

党组织工作制度，对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开展纪监审业务培训，支持他们在基层党组织

开展纪律监督工作，纪监审干部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监督执纪审计

水平。 

针对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项目开展课题组长廉政培训，指导多学科中心党总支纪

检工作组开展对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工程的监督工作，将卓有成效的做法在全

所范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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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团委工作总结及 2019 年工作展望 

坚定信念 创新思路 

再上新台阶 

 

一、工作体量 

每年 4 月完成组织统计和团费收缴工作，35 岁以下青年人员总数：14078 个；团支

部，2 个团总支（下辖 4 个二级团支部），1 个临时团总支（下辖 3 个临时团支部，东莞

分部），53 位团干部，包括：9 位所团委委员、18 位团支部（总支）书记。 

（一）高能所团委总括 

2015 年 4 月 28 日，高能所团委召开第十五届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五届

团委委员。选举产生的八名委员：王欢、王新华、王湘鉴、刘好、张天仪、侯少静、荚

晶、贾晨（以姓氏笔画为序）。 

除此之外，根据研究生会主席席位制的原则，现任研究生会主席张志都担任团委副

书记。及时做好团委委员的增补工作，组织委员刘好，体育委员张天仪相继毕业离所，

所团委及时予以增补。 

2017 年 6 月份，组织委员刘好毕业离所，增补天体中心郭聪为团委委员。 

所党委对青年团工作非常重视，2016 年开始，为每位团支部书记每月发放 100 元

的补助，这在全中科院属于首例。 

号召全所团干部树立“有为才有位”的观念，在辅助科研、服务青年、青年志愿活

动、各团支部承接学术交流方面应该有更多的作为。 

（二）2018 年团委工作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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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组织建设，打造高素质的团干部队伍 

（一）基层团支部 

支部换届——补充力量，提高活力 

3 个团支部完成换届：加速器中心、党政办、理论室。支部承办所团委活动制度—

—工作重心下移，效果显著。 

（二）团支部工作年度总结 

中科院高能所团委始终坚持年初有工作计划，年底有工作总结。2018年 3月 29日，

党委副书记罗小安、教育处主任保增宽参加高能所团支部工作总结会。会上，团委书记

王欢向大会作了团委工作报告，各团支部书记作了个团支部的工作总结。 

此外，会议还对各支部所做报告进行了评分，对上一年度的团支部工作作了量化考

核。 

经过多年努力，高能所各团支部的工作日渐规范，在辅助科研、创新文化建设等多

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团支部切合自身特点积极开展特色活动。通过支部总结，团

干部相互借鉴经验，以便今后把团的工作做得更好。 

（三）基层团支部队伍建设 

优秀团支部、表彰团支部评选。开展了 2016-2017 年度高能所优秀团支部、表彰团

支部评选，为全所基层团支部树立榜样。 

优秀团支部 

加速器中心团支部、管理机关团支部、计算中心团支部。 

表彰团支部 

幼儿园团支部、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团支部、高能所团委荣获 2017 年度“中科院

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5 月 3 日，中科院团委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 99 周年暨纪念“科学的春天”40 周年

主题活动。高能所团委获评“2017 年度中科院五四红旗团委”称号、加速器团支部荣

获“2017 年度中国科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计算中心魏占辰被授予“2017 年度

中国科学院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团学工作研讨会 

高能所团学工作研讨会每年举行一次，旨在加强工作培训，提高团学干部的组织观

念，并就团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讨，推动高能所团学工作不断进步。 

团委委员集体学习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后，召开团委委员专题学习会，团委书记王欢做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专题报告，介绍了十九大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团委委员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讲话精神。团委书记王欢做主题发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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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与会成员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精神，

使大家了解了习总书记从五个方面对青年和青年工作提出的要求。 

举行“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组织生活会 

为组织广大团员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学懂弄通做实的重要要求，根据团

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院团委的有关要求，高能所团委在全所团支部（总支）中

组织开展了以“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会。 

根据院团委的要求，本次组织生活会与教育评议团员合并举行，主要步骤为主题学

习十九大精神，召开支部大会，开展教育评议。截止目前，我所十个团支部（总支）都

通过团课、集中学习等方式开展了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同时，以团支部为单位对全所

323 名团员进行了教育评议。 

为保证本次组织生活会取得实效，所团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团委委员为主体成

立了十九大精神团课宣讲团，共计有 8 名团委委员、2 名团支部书记深入到各团支部为

青年团员讲专题团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要求各团支部邀请所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参

加对团员的教育评议工作，加强党支部对教育评议团员工作的指导，保证评议结果更能

反映实际情况。 

（四）加强宣传和交流，塑造青年团良好形象 

2018 年，所团委加大了宣传工作力度，除去网络宣传之外，我们还积极开拓其他

的宣传渠道。每年 5 月，结合五四青年周的举办，制作一期专题宣传展板；由于服务器

老化无法启动，原高能论坛内容丢失无法使用。在所里的支持下，所团委牵头，重新购

买了服务器。在计算中心的帮助和支持下，重新设计版面，于 2016 年 6 月重新上线。

2017 年，所团委安排专人负责高能论坛的维护和运行，以更好的发挥所论坛的作用，

为高能所职工、学生反映意见、沟通交流搭建平台。 

1. 着力做好品牌活动，持续增强影响力 

为了提升文体活动影响的持久度和影响面，增强活动效果，团委充分利用、发挥文

体活动主体化、系列化、新形式的特色的品牌活动，创造了自身的品牌文化。将主要工

作划分为四个主题系列活动。 

2.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青年教育活动 

所团委本着寓教于乐，在活动中教育培养青年的目标，每年坚持举办“青年成长论

坛”。 

2018 年，邀请中科院光电研究院导航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徐颖研究员应邀到高能所

作题为《青科的成长之路》的报告，讲述了作为一名女性科学家她所持有的科研态度和

精神，号召青年科研工作者要有勇于承担起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双重责任 。 

3. “放松心情、健康身心”—文化体育活动 

2018年 11月，在高能所团委组织并举办了高能所第十五届“无尽无极”杯羽毛球

比赛，比赛以团支部为单位组队，共有八支比赛队伍分两组进行了紧张激烈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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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无极”杯羽毛球赛至今已走过十五个年头，本项赛事不仅为羽毛球爱好者提

供了展示自我、相互切磋的平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队员之间团结协作精神，增进高能

所各支部职工和学生间的交流互动，为活跃我所的文化氛围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8年 9月 20日，中科院高能所第十二届“阳光青年”才艺大赛暨“中秋月儿圆”

欢乐一家人活动在报告厅举行。八个团支部派出代表参加比赛。本次活动吸引了 300多

名青年人共度佳节。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第一次实现了与东莞分部的视频连线，分

部年轻人通过视频直播方式远程欣赏节目并参与网络互动和大众评分环节，增进了两

地青年人的沟通和联系。 

4. “用心点燃希望，用爱放飞未来”—文化教育活动 

2018 年 6 月 4 日，为捐助中科院北京分院定点扶贫责任区域——内蒙古自治区通

辽市库伦旗的贫困学生，中科院高能所团委联合妇委会共同举办组织“亲子义卖 扶贫

助学”活动。 

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各自展区认真介绍、展销自己积攒的书籍、玩具和衣物，有的

还通过长笛演奏等才艺筹得捐款。截止活动结束，共募集助学款 760.6元。 

5. “关爱青年、共建和谐”—青年亲情活动 

所团委组织 2018 年夏日郊游活动。本次出游活动为我所青年职工提供了一个交流

的平台，大家在登山和涉水中互帮互助，增进了了解，交流了情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加强了团队意识，为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我所科研、管理、支撑等各项工作中创造了

条件。 

6. 坚持组织青年联谊活动 

组织参加石景山区单身青年联谊活动；坚持组织参加中科院人才组织的青年联谊

活动 

7. “奉献他人、快乐自己”—青年志愿活动 

坚持每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日义务植树活动；所运动会志愿者，摄像、撰写加油稿；

公众科学日志愿者；关爱空巢老人；义务扫雪。 

（五）牢记使命，做好党的助手 

高能所团委牢记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使命，认真配合党委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承办所党委“学法用法”系列活动；活动包括国家法律和所内法规知识竞赛以及线上答

题活动，全所共计 300 余人次参与到活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年团拜会和职工文

化广场的筹备组织工作；2 月 7 日，高能所 2018 年新春总结茶话会上所领导，院士，

所党委、纪委委员，各基层单位党政领导等 200 余人欢聚一堂，共度佳节。所团委既派

出工作人员又派出演员，圆满的完成了节目策划筹备、贺年视频录制、现场布置、纪念

品和食品购买等一系列的任务，受到了肯定。 

2018 年 1 月 30 日、31 日举办了党的十九大知识竞赛活动。天体中心团支部承办。

十九大题目由各团支部共同承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题目由天体中心团

支部承担。天体中心新老团支部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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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展望 

2019 年高能所团委要继续将学习“十九大精神”作为高能所团的工作的首要内容，

通过组织生活会，推动青年人践行新思想，拥抱新时代，为研究所的“率先行动”计划

升级版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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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高能所妇女工作总结 

 

高能所妇女工作体量。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我所现有在编职工 1412 人，其中女

职工 469 人，占全所在编职工总数的 33.2%，比上一年度上升了 1 个百分点。此外，还

有女学生 134 人，这些都属于高能所妇委会的工作范围。 

女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有 342 人，占 77.5%；职员 66 人，占 15.0%；工人有 33

人，占 7.5%。 

一、高能所妇委会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  

2016 年进行了所妇委会换届，新一届妇委会委员基本都是 80 后（仅有 1 名 70 后），

是一个有激情、有热情、有活力的集体。 

单  位 委员 分工 

党政办 王欢 主任 

加速器 温雪梅 副主任，主管体育文艺 

多学科 于梅娟 副主任，科技委员，主管科技、宣传、组织生活 

大装置 董琳琅 文艺委员 

天体中心 孙越 组织生活委员 

实验物理 邢天虹 宣传委员 

行政处 赵光洁 体育委员 

（二）特色工作 

目标：结合高能所多项大科学工程在建，各项工作任务艰巨的具体情况，聚焦女职

工需求，帮助她们缓解压力，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二、服务女科学家，辅助科研 

高能所妇委会首次组织召开了女科学家成长论坛。论坛特邀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中

国物理学会女物理工作者委员会委员隋曼龄，高能所研究员张闯作报告。所女性科学家

代表、所妇委会委员等 30余人参会。女性就业；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关系；子女教育减

负；所内对哺乳期女性的考核机制；本次论坛是所内支持、推进女性科研工作者工作的

有效尝试。 

5 月 8 日下午，所妇委会以“致爱母亲节”为主题，组织情绪管理专题报告会。活

动邀请来自心理所的家庭治疗专家龙迪教授带来《平息我们的情绪风暴》专题报告。来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161 - 

 

自全所各部门近 100 名职工参加了本次活动。   

报告着重通过具体的说明和练习来引导大家掌握转化情绪风暴的方式方法，学习

安度情绪风暴的智慧，从而缓解压力，化解家庭矛盾。报告后，与会人员就育儿、亲子、

处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话题与龙教授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三、聚焦巾帼建功，弘扬精神 

组织开展“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组织推荐中科院“巾帼建功”先进集

体和个人；组织了高能所“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充分发挥妇女典型的榜样

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宣传表彰在我所“一三五”规划、“率先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

涌现出的优秀女性和女性群体。 

组织“梦想助力腾飞 科院巾帼建功”微视频拍摄；展现我所女科学家在大科学工

程建设中巾帼建功，无私奉献的动人情怀。 

聚焦多元需求，举行“三八节”女性趣味活动；2016 年，魅力女性时装秀，聚焦

“美”的需求；2017 年，健康女性报告会，聚焦“健康”需求；2018 年，神采飞扬游

艺会，聚焦“沟通”需求。 

为捐助中科院北京分院定点扶贫责任区域——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的贫困

学生，6 月 4 日，妇委会联合团委共同举办了主题为“用心点燃希望，用爱放飞未来”

的亲子义卖、扶贫助学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各自展区认真介绍、展销自己积攒的

书籍、玩具和衣物，有的还通过长笛演奏等才艺筹得捐款。截止活动结束，共募集助学

款 760.6 元。全部款项已经捐献给北京分院妇女扶贫奖学金。 

四、抓好组织建设 

坚持工作计划研讨制度。每年年初坚持召开妇女联络员会议，总结上年度工作，讨

论部署下一年度工作计划，统一思想。2月 28 日，高能所妇委会组织召开 2018年妇女

联络员会议，各中心、部门 20 余名联络员参会。会议着重就 2018 年度学习十九大精

神、关注女性科学家发展等重点及特色工作作了讨论。 

坚持妇女工作集体讨论制度。2018 年召开 4 次妇委会。平常委员间通过微信群、

电子邮件等形式讨论工作，举办大型活动提前商讨方案，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这些良

好的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所妇委会组织妇女委员进行十九大报告专题学习，所妇

委会主任王欢作专题报告，提高妇女干部的理论水平。 

做好异地妇女组织建设工作。成立了高能所东莞分部妇女小组，指导东莞分部妇女

小组开展好工作，2018年 3月 29日下午，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宋秀岩一行来到中国散裂中子源 CSNS参观访问。 

五、关爱女性职工 

近年来，我所发展形势很好，多项大科学工程项目正在建设，而且很多是异地建设，

工程紧、任务重，女职工需要兼顾工作和家庭，承担着更大的压力。所妇委会注重引导

各妇女小组，通过各种形式关心帮助爱护女职工，为她们献身科研，在工作岗位上建功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162 - 

 

立业提供助力。 

推动设立女职工哺乳室，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我所哺乳期妇女逐年增多，为照顾

她们的需求，所妇委会推动设立了女职工哺乳室，在所里办公用房特别紧缺的情况下，

开辟的专门房间，为女职工“有尊严”的哺乳做出努力。协助有关部门制定了哺乳室使

用管理规定，力求更好的发挥哺乳室的作用。 

协助解决实际困难。所妇委会积极帮助女职工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使他

们没有后顾之忧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看望、慰问患病女职工。对患有重大疾病的女职工，妇委会一方面紧急协助她们解

决物质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多次探望沟通，以缓解他们的精神负担。 

慰问我所有残疾子女的困难职工，向他送去了组织的祝福和温暖。来自上级组织的

温暖也会使这两名职工克服困难，投身工作，献身科研。 

帮助职工解决家庭矛盾，对于家庭产生矛盾的女性职工，及时予以调解。 

探望老院士、老领导，每逢我所 80岁以上的女性老领导、老院士生日，所妇委会

的同志都会和所党委领导一起去探望，向她们送去全所女职工的祝福。如：王迪书记、

陆献林所长、张宗烨院士。探望老院士、老领导不仅仅是向她们传递祝福。同时，我们

也将这些老院士、老领导老而弥坚、献身科研、忘我奉献的精神传递给广大女职工，引

导她们以前辈为榜样，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丰富女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全所女职工订阅杂志。为各妇女小组订中国妇女报

（20份），订阅《妇女之友》等女职工喜爱的刊物 8种，工作之余借阅既增长知识，同

时可以愉悦身心。继续维护好妇女工作网页。在所党群园地网站设立了“妇女工作专

栏”。我们除及时更新妇女活动动态外，还适时将各种妇女工作法规、培训学习材料、

讲座报告以及各种女性健康小常识上传到网页上。使网页内容日益丰富，成为女职工开

眼界、长知识的良好平台。制作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主题宣传栏。在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制作了以“喜迎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题的宣传展板，使全所

职工了解有关情况。 

关注女职工的心理健康。10月 10日，我所妇委会联合所工会、团委组织中科院心

理健康嘉年华高能所专场活动。 

“认识自我 理解压力 感受幸福”心理学讲座、现场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所妇委会

进行了广泛动员，参与者以女职工为主。组织所里未婚女职工参加北京分院“春华秋实”

单身联谊活动暨走进军营专场活动。本次活动我所有近 10名女职工报名。 

六、组织形式多样的女性活动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对于缓解科研人员的工作压力，活跃研究所的创新环境，营

造温馨和谐的工作、生活氛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能所妇委会结合女职工的特点，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构建

研究所的和谐氛围做出了努力。 

结合女职工的兴趣，成立高能所排球协会。排球是在高能所女性中具有广泛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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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运动，为丰富了女职工的业余体育生活，增强大家的健身积极性，高能所妇委会

组织成立了排球协会。通过排球协会展开日常排球训练，并举办排球比赛。经过近一个

月紧张而有序的激烈角逐，今年 6月我所 2018 年度排球赛圆满完成了各项比赛。 

组织女职工参加各项文艺演出。所妇委会积极组织女职工参加所里的各种文艺演

出，一方面展现了女职工健康美丽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她们的兴趣爱好，有

助于舒缓工作压力，更好的投入工作。 

1月 22日，高能所举行了新春团拜会。节目参演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女职工、学生，

她们形式各样的表演赢得了好评。6 月 29 日，高能所隆重举行庆“七一”暨第十八届

职工文化广场，18 个节目参加演出，参演大多为女职工。在各种文体活动中涌现出了

一批骨干，她们自发组织了舞蹈协会等群众组织，自发坚持练习，活跃了所里的创新氛

围。 

组织女职工参加各项健身运动。高能所工会每年都组织丰富多彩的职工文体活动，

所妇委会充分利用这些活动平台，鼓励女职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以增强女职工的健身

积极性，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 

高能所职工田径运动会、排球比赛、迎春长跑、乒乓球等比赛中女职工的参与率都

很高，赛场上处处留下女职工的风采 

七、做好党的助手 

协助组织高能所新春总结茶话会。2月 7日，我所举行了总结茶话会。所领导、院

士、部分高能所老领导、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各部门党政领导、工青妇民主

党派负责人及部分科研人员等 350余人欢聚一堂，共庆新春佳节。 

按照所党委的统一部署，所妇委会全程参与了团拜会的筹备工作，在时间紧，业务

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妇委会负责同志认真负责，加班加点圆满完成了党委交给的任务，

保证了团拜会的顺利举行。 

协助组织高能所职工文化广场。为庆祝建党 97周年，6月 29日，我所举办了纪念

建党 97 周年党员大会暨第十八届职工文化广场，演出人员近 400 人。700 名观众参加

会议。所妇委会的同志参加了文化广场的组织筹备工作。同时，各单位妇女联络员基本

上都参加了本单位节目的组织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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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能、支撑部门年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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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实验物理中心工作总结 

 

一、前言 

2018 年是实验物理中心忙碌丰富的一年，在所里的支持指导下，实验物理中心圆

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类重点工作计划，实验物理中心党总支与室务会有效配合，推进

廉政建设组织各类学习，合理规划实验物理中心发展计划，完成 2018 年国际评估任务。

在科研方面，中微子物理、BESIII 物理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探测器和电子学等硬件研

究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国际合作日益加深，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预研

项目顺利推进。 

二、工作完成情况 

1. 科研工作进展 

1.1 BESIII 物理 

1.1.1 轻强子物理 

完成了𝐉/𝛙 → 𝛄𝑲𝑺𝑲𝑺的分波分析研究： 

• 利用 BESIII 所采集的 13 亿 J/ 事例，通过模型无关和模型相关两种方法，详

细研究了 J/→γKsKs 并作了分波分析以研究可能的中间共振态，分析结果显示主要贡

献来自于标量介子（f0(1710)，f0(2200)）和张量介子 f2(1525)，f2(2340)。其中 f0(1710)

是公认的胶球候选者，确定了它们的质量、宽度和自旋宇称，与之前其他实验测量结果

一致。该分析结果发表在 Phys. Rev. D 98, 072003 (2018)。 

1.1.2 粲偶素物理 

Λc的产生机制与结构研究新进展： 

• 重子，如质子、中子，是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根据夸克模型，重子由三个夸克

构成。对于正负电子湮灭产生正反重子对的过程，由于阈值附近相空间小，重子对产生

截面被压低。对于中性重子对，由于不存在库伦相互作用，理论上阈值处产生截面为零，

而对于带电重子对，末态重子对之间的库伦相互作用修正与相空间因子成反比，抵消了

相空间压低效应，使得带电重子对在阈值处产生截面不为零。Λc 重子带单位电荷，夸

克组成为 udc，预期 e+ e-→Λ𝑐
+Λ̅𝑐

−-截面在阈值附近不为零。此前 Belle 实验曾利用初态

辐射的方法测量过 Λc 在近阈附近的截面，发现了 Y(4630)共振态，但在阈值附近它的

结果因为统计量的原因有很大的误差。 

1.1.3 粲强子物理 

D0(+)→π-(0)μ+ν 分支比测量和轻子普适性检验： 

• 在 BESIII 实验之前，国际权威《粒子数据手册》显示，分支比之比 B[D0→π-

μ+ν]/B[D0→π-e+ν]=0.82±0.08，与标准模型的预期值 0.985±0.002 偏离了 2.1σ。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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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II 在 3.773 GeV 采集的 2.93 fb-1 积分亮度的数据，使用双标记粲介子的方法，在国

际上首次测量了 D+→π0μ+ν 分支比并改进测定了 D0→π-μ+ν 分支比，结果分别为

B[D+→π0μ+ν] = (3.50±0.11±0.10)×10-3 和 B[D0→π-μ+ν]=(2.72±0.08±0.06)×10-3。联合

BESIII 此前测定的电子道分支比，测定了分支比之比 B[D+→π0μ+ν]/B[D+→π0μ+ν]=0.964

±0.037±0.026 和 B[D0→π-μ+ν]/B[D0→π-e+ν]= 0.922±0.030±0.022。这两个比值在 0.5

σ和 1.7σ范围内与标准模型的预期值 0.985±0.002 一致，在更高精度下验证轻子普适

性仍然成立。还检查了不同 q2范围内的分宽度之比 B[D→πμ+ν]/B[D→πμ+ν]。在绝大多

数范围内，实验结果与标准模型的理论预期在 2σ范围内一致。研究结果发表在

Phys.Rev.Lett.121 (2018) 171803。 

1.1.4 Tau-QCD 物理 

物理相关研究：  

经 BESIII 合作组批准，2018 年春，在τ阈值附近获取τ扫描数据，束流能量测量

系统（BEMS）全程精确给出束流能量值。取数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J/ψ共振峰扫描，用来标定束流能量以及确定束流的能散。共在 7 个能

量点取数，获取数据亮度为 38pb-1。 

第二阶段为τ阈值扫描，共在 5 个能量点取数，共获得数据 132pb-1。其中在阈下

取一点，亮度约为 24pb-1，用来研究本底；阈值附近取两点，亮度约为 69pb-1，用来确

定 tau 轻子质量；阈值以上取两点，第一点的亮度约为 9pb-1，用以确定截面拟合的优

度，第二点用来确定探测效率，亮度约为 30pb-1。 

第三阶段为ψ(3686)扫描，用来标定束流能量以及确定束流的能散。共在 9 个能量

点取数，获得数据亮度为 68pb-1。 

1.2 BESIII 探测器及运行 

2018 年度，BEPCII/BESIII 获取了 46 亿 J/事例，0.5fb-1 ʹ 扫描数据和 0.2 fb-1 

τ质量测量数据。各探测器运行稳定。为了解决阀箱的问题，完成了备用阀箱的改造设

计，备用阀箱的制作正在进行中。 

1.3 BESIII 软件和数据处理 

发布了新的离线软件版本（BOSS7.0.4）。对 2018 年获取的全部实验数据（J⁄ψ，τ

质量扫描和𝜓‘扫描），及时完成了离线监控、刻度、快速重建和数据质量检查的任务，

并利用 BOSS7.0.4 版本进行了完整事例重建。 

1.4 北京-试验束装置 

实验束运行稳定。 

1.4.1 伽玛光子对撞机方案设计 

2018 年 8 月 30-31 日，在高能所和实验物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在香山饭店召开

了第 631 次香山会议，会议以“伽玛光子对撞机和相关前沿科学”为主题，来自国内外

近 20 家单位的 40 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1）γ光子对撞机与物理；

（2）γ光子对撞机建造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和（3）γ光子对撞机延伸应用平台等中心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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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共识和建议。 

1.5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各个系统运行稳定，有效取数时间高于 95%。基于 2011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采集的数据，大亚湾实验在 2018 年 6 月更新了对中微子

振荡参数的测量结果。和 2016 年的分析相比，中微子事例数增长约 1.5 倍至 390 万，

来自能量非线性模型、9Li 本底和核废料中微子预期的系统误差均有改进。本次测量对

θ13和 Δm2ee 的测量精度分别提高到了 3.4%和 2.8%，前者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后

者和加速器实验 T2K、NOvA 等的精度类似。 

1.6 江门中微子实验 

1.6.1 总体 

制定了各探测器实施的具体安排，形成并深化细化总体安装计划；与实验室建设的

全部接口：风水电、温度、地线等；中心探测器基础的载荷能力，特别是在地震工况下

的承载要求；确定中心探测器安装方案：由下向上进行不锈钢结构组装，再从上往下进

行有机玻璃球建造；完成 PMT 的模块设计、PMT 排布及安装方案；小 PMT 安装方案；

完成了 VETO 磁屏蔽线圈及 Tyvek 膜安装方案；通过两次模型吊装试验，解决探测器

运输吊装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并通过了安装方案评审；完成了 PMT 模块、VETO 磁屏蔽

线圈、Tyvek 膜、小 PMT、前端电子学、电缆桥架等与不锈钢网架的接口施工图设计。 

1.6.2 有机玻璃球 

2018 年进行了大量有机玻璃材料的测试。进行了有机玻璃的机械性能测试，如材

料的弯曲和拉伸测试。进行了有机玻璃材料的长期性能测试，如材料的老化和蠕变测

试，材料的长期性能能够满足 30 年以上的使用要求。对有机玻璃板材进行了透光率测

试以及板材的放射性本底测试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材料测试，最终确定了有机玻璃板材

的配方。2018 年 1 月通过了国际合作组评审。 

1.6.3 不锈钢网架 

不锈钢网架完成设计工作，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东南网架召开了江门中微子

实验(JUNO)中心探测器不锈钢主体结构批量生产前制造工艺评审会。 

1.6.4 罐装溢流系统 

2018 年 CD 灌装溢流循环系统主要完成的工作包括：1)通过了系统招标前评审；2)

确定了有意向参加投标的厂家，其中包括三家国企，两家私企；3)利用小模型完成系统

功能性验证。 

1.6.5 反符合探测器 

2018 年主要进行反符合探测器细化工作，各个系统的细节优化。本年度完成了顶

部径迹探测器的评审、顶部支撑桥的评审和斜井隧道不锈钢输水管道的评审。细化水契

仑科夫探测器内部管路的排布，对反符合探测器的内支撑结构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水池

内衬重要的一项研制工作为中心探测器底部支撑脚的密封，本年度试制了一个密封小

模型并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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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新型光电倍增管研制 

1. 产品交付情况 

• 通过重新确认探测效率的评价机制以及调整生产计划，在生产过程中稳步提高

探测效率，经过上半年的技术积累，下半年的探测效率由原来的 27%提高到 30%，均

匀性和其它技术指标也得到不同程度地改善，玻壳材料的放射性本底控制在指标要求

的范围之内，截止 2019 年 1 月 1 日，全年提供合格产品达 4032 支。 

1.6.7 液体闪烁体研制 

1. 液闪纯化系统 

• 液闪纯化系统，利用大亚湾 AD1 探测器，进行了三次液闪水萃取放射性本底纯

化实验，一次氧化铝光学纯化实验和多次高纯氮气本底实验。氧化铝纯化实验的主要目

的是验证氧化铝系统是否会给 LS 带入放射性，实验结果表明没有给 AD1 中的液闪加

入放射性。完成这个实验后，在上海交大的合作组会上，完成了招标前评审，在完成评

审中的所有问题后，开始招标程序。 

1.6.8 电子学系统 

前放芯片通过合作组评审，进入批量生产阶段。目前已完成 6 万多片裸片生产，并

完成首批封装 1 万片。完成了芯片的详细测试：对前放性能做了详细测试，包括噪声，

增益，带宽，动态范围，线性，输入阻抗，摆率，等指标，符合江门实验要求；完成了

200 片芯片的噪声和增益一致性测试，噪声均小于 0.02pe，增益偏差 FWHM 约 2%；完

成了可靠性实验，200 片芯片在 115℃环境下连续工作 3 个月，所有芯片均未损坏，测

试结果显示增益减小 1%，可能是测试误差造成；完成了 40 套前端放大电路的高低温

循环实验，温度 0-100℃，以 10℃/分钟的速度温变 450 个周期，验证焊接等可靠性。 

• 本年度针对清华大学设计的高速 ADC 芯片开展了第三版的流片的详细测试，芯

片在之前设计的基础上完成了性能改进，有效位指标能够稳定高于 9bits，并且保证足

够的模拟带宽，能够满足工程应用的需求。 

1.6.9 数据获取与探测器监控 

1. 数据获取系统 

• 本年度继续数据获取预研和数据获取测试软件的开发。在默认版本基础上，完成

了全数据流功能的性能研究，该版本软件可以满足目前的实验取数要求。并根据性能结

果和带宽需求设计了计算机和网络的硬件部署方案。本年度继续新版本软件的开发，开

发了主要功能组件，初步版本已在其他实验上开始应用。 

1.7 环形正负电子及质子对撞机（CEPC） 

• 2018 年 CEPC 项目组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CEPC 《概念设计报告

（Conceptual Design Report, CDR）》于 11 月正式发布并顺利通过了国际评审，受到了

国际同行的广泛的赞誉和支持、并引起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反响。CEPC 的国际合作得

到了进一步的深化，通过国际合作产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科技部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关机技术研发与验证”项目获得资助；CEPC 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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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及 CEPC 软件系统得到进一步系统优化；CEPC CMOS 硅像素传感器原型样片测

试工作进展顺利；CEPC 两个对撞点的探测器超导磁铁系统的概念设计顺利完成。同时，

国际高能物理学界对 CEPC 项目持续关注，CEPC-SPPC 在多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进行

了报告。 

2．发表论文情况 

2018 年，据实验物理中心内部不完全统计，BESIII 合作组、大亚湾合作组、江门

中微子实验合作组等主要实验发表文章及会议报告共计222篇，这包括SCI文章80篇，

另发表 EI 文章 4 篇，会议报告和其他期刊发表 138 篇。较上一年度文章数量有一定提

高。 

2.1 发表专利情况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发明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类别 

东莞中子科学

中心 

一种高性能中子准直器

及其组装方法 
201610300950.5 2018.5.22 发明 

高能所 
一种像素单元电路及像

素读出芯片 
ZL201510599716.2 2018.2.23 发明 

高能所 
一种全信息读出的像素

探测器单元电路 
201811052579.0 实质审查 发明 

3．实验室建设、学科规划与建设 

2018 年在学科发展及实验室建设、学科规划与建设方面，实验物理中心有如下工

作成果：首先，继续承担着国家核探测器与核电子学重点实验室的日常运行和规划工

作。其二，实验物理中心通过派出辐射防护组骨干人员赴欧洲核子中心培训，投入经费

支持辐射防护人员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大力推动辐射防护学科发展。其三，实验

物理中心为学科长远规划在国际范围内物色、争取、招聘关键技术人才，引进专业人才。

其四，实验物理中心牵头完成了先进探测技术研发平台的科研报告撰写，参加了中科

院、北京市发改委组织的多次专家答辩。其五，完成了硅半导体探测器洁净间的实验室

建设。其六，牵头完成物质国家实验室（北京）粒子物理部规划，完成平台设计并做出

方案。此外，实验物理中心牵头 CEPC 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化进程，推动创建工业联

盟。为增强实验物理中心凝聚力，于 2018 年 8 月 9 日召开全体大会及务虚会，反馈国

际评估结果，探讨中心未来发展。 

4．争取项目及经费情况 

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实验物理中心共争取到经费逾 3.48 亿元。经费来源方面，

基金委面上新增 6 个，至此实验物理中心面上项目共计 65 个，科研活动保持活跃。基

金重点项目新增 2 个，基金其他项目新增 3 个，此外还有创新群体、合作研究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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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款。除基金委项目外，实验物理中心还争取到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万

人计划经费项目。也获得了来自中科院的经费支持，包括中科院先导、中科院专项、中

科院引进人才、中科院重点实验室、中科院重大工程经费、中科院百人、中科院青促会

等。 

5．改革与创新 

实验物理中心在改革与创新方面主要获得了如下成果：1）通报国际评估反馈意见，

增进全员发展意识，加强信息透明度。2）向所有导师开放录取研究生资料，鼓励导师

主动联系、吸引优质生源。要求导师提高合理、深入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全面提升导师

培养，以此提高导师培养水平。3）通过鼓励职工做科普，学术讲座，开展多方交流。

通过学科带头人提前赴重点高校宣传吸引优质本科生，组织中心知名科研人员接待本

科生，吸引大量优质学生报考我中心。达到了不断加强对外宣传的目的。4）通过召开

全体大会、务虚会不断增强团队凝聚力。 

三、人才培养、创新文化建设与研究室管理 

1. 队伍结构与人才培养 

伴随着实验物理中心承担的科研项目逐年增加，职工人数变动小，博士后逐年扩

充，科研队伍整体结构基本合理。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实验物理中心共有在编职工

162 位，平均年龄为 42 岁。另有博士后 42 位，博士、硕士研究生 107 位，联合培养研

究生 66 位，返聘人员 11 位，流动临时用工人员 14 位，共计 402 人。 

截止至 2018 年，实验物理中心有中科院院士 1 人，万人计划 1 人，万人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 3 人，百千万工程专家 2 人，千人计划长期项目人员 2 人，千人计划青

年项目 5 人，百人计划引进人才 12 人，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 人，中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项目 3 人，引进杰出技术人才项目 1 人，关键技术人才项目 1 人，高能所引进优

秀人才 9 人，卓越青年科学家 1 人，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8 人。 

2. 学术活动 

实验物理中心定期组织内部学术活动讲座，2018 年全年共组织了 39 场，平均每月

不少于 3 场内部学术讲座，内容覆盖对撞机上的高能量前沿、重味和强子物理进展，中

微子、暗物质实验，探测器和加速器技术，粒子物理理论等。报告人来自国内外知名研

究所和高校，国内报告人 11 位，欧洲美国籍报告人共计 26 位，日本籍报告人 2 位。报

告内容将基础与前沿结合，面对听众广泛，吸引所内各中心及其他单位（如国科大、清

华）师生。 

3. 研究室建设与管理 

实验物理中心室务会由正、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学术小组组长组成，邀请办公室

主管列席会议。 

实验物理中心室务会一贯坚持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实行各管理小组、委员会向室

务会负责制的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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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实验物理中心召开室务会平均每月召开 1-2 次，全年共召开 17 次会议，

会议涉及中心战略、人事、廉政、党群等各类工作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涉及实验

室未来发展规划、建设、项目申请、培育方向、国际合作、评估等指导意见的决议 32

项，涉及人事方面决定决议 43 项，关于廉政建设、党群工作决议 7 项。 

4. 制度建设 

2018 年，实验物理中心在研究室管理方面大力推进人事、考核、管理等各方面制

度建设。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实验物理中心继续坚持研究生及导师的双向选择规定，充分尊

重研究生的意见。在吸取前年工作经验后，2018 年又新增了研究生导师提交规范化培

养计划规定。要求所有有培养研究生需求的导师预先提交规范化培养计划，引导研究生

导师做好研究生的培养研究规划，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提升实验物理中心研究生研究

能力。 

在经费申请方面，实验物理中心能针对上一年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增加基金

申报人年龄资格审查环节，进一步保证了课题执行的有效性。 

在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实验物理中心室务会专门研究讨论，制定了室务会成员对口

关心帮助青年科研骨干制度，从科研到生活给予实验物理中心青年科研骨干充分帮助，

推进实验物理中心人才梯队建设。 

在日常行政管理中，2018 年实验物理中心对主楼、多学科大楼涉及 7 个行政组的

办公空间进行了调整，改善了数百名科研人员、研究生、客座人员的办公环境，改善了

会议室设备。此外，实验物理中心旧会议室使用情况调研，更新了会议室管理规定，收

取会议室使用费，增强会议室使用效率，缓解实验物理中心行政费紧张的情况。 

5. 创新文化活动 

实验物理中心与党、工、青、妇紧密配合，引领全体人员健康向上价值观，顺利完

成各项工作。通过组织实验物理中心联欢茶话会增强中心团队凝聚力，通过组织四川彝

族自治县马边中学师生来访，组织实验物理中心全体成员参加“高能物理奖学金”捐款，

专项资助马边中学贫困学生，引导实验物理中心全体人员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此

外，实验物理中心积极组织职工参加高能所运动会，增强职工身体体魄，推动全面健身

运动有效开展，一直关心中心退休职工、有困难职工，连续数年坚持新春慰问走访，解

决职工各种困难。 

四、小结 

实验物理中心在上一年度取得了很多成绩，圆满完成上一年度科研计划任务，在人

员队伍、人才培养、国际合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研究室建设和内部管理方面表现出色，

制度建设成绩斐然。 

在下一年度，实验物理中心将会努力在 BESIII 实验，中微子实验，探测器和电子

学研究，CEPC 预研方面投入更多人力，积极争取经费，并继续深入国际合作，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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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一五七”规划作出贡献。 

 

 

（撰稿人：邢天虹  审稿人：王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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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加速器中心工作总结 

 

一、加速器中心简介 

加速器中心目前由 11 个学科专业组（行政组）和秘书组构成，中心设立室务会和

学术小组。截至 2018 年底，中心拥有正式职工 209 人，在读研究生及博士后 65 人，外

聘、返聘及客座人员 9 人，人员总数近 300 人，其中“杰青”、“千人计划”和“百人计

划”等 8 人，外籍特聘研究员 2 人，利用“发展中国家访问学者计划”聘用合作研究人

员 1人。中心研究系列人员约占 49%，工程人员系列约占 40%，管理支撑人员约占 11%，

博士学位占主导地位。 

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完成运行任务 

2018 年 BEPCII 直线加速器实际运行 313 天，储存环运行 305 天，BEPCII 整体实

现稳定、高效运行。BEPCII/BESIII 获取了 46 亿 Ј/ψ 事例，0.5fb-1 ʹ 扫描数据和 0.2 

fb-1 质量测量数据。在 J/ψ 能量点，BEPCII 日平均积分亮度为 BEPC 的 330 倍。2018

年 BSRF 专用模式长时间稳定 Top-up 恒流运行，创造了连续 5 周无故障运行纪录。 

2018 年度院大科学装置维修改造项目进展顺利，暑期主要围绕对撞模式恒流运行

项目和对撞模式升能项目进行。重点完成了储存环 4 台主 B 磁铁电源和 8 台 10kV 变

压器的更换；输运线 TCQ1-Q8 磁铁极性的更改；直线加速器 2 支速调管 K6、K8A 的

更换。 

2018 年 8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辽宁省丹东市召开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第

二十三届年会。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

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以及相关合作单位的 120 余名代表参加了

会议。 

2.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完成建设任务 

作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的预研项目，HEPS-TF 旨在解决 HEPS 的设计难

题，完成相关加速器和光束线站的关键技术研发，以及 HEPS 的加速器物理设计和工程

方案。该项目于 2016 年 4 月启动，经过两年半的攻关，项目的工程目标及所有任务于

2018 年 9 月全部完成。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在磁铁、电源、探测器及

电子学等领域的相关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为未来建设先进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3.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完成立项，开工在即 

2018 年 HEPS 工程加速器部分进展顺利，加速器物理及加速器技术初步设计（储

存环、增强器和直线加速器）已完成并通过了国际评审。2019 年将开始全面硬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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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加工和批量生产。 

4.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建设中 

2018 为 PAPS 建设的关键之年，加速器分平台 4 个系统均取得重大进展：超导高

频系统完成了 T-mapping 系统、单腔水平测试恒温器、500MHz / 100kW 固态放大器等

主要设备的招标，合计签订合同额 3760 万元；低温系统完成了低温设备布局；中压和

高压储气罐合同签订；束流测试系统完成了初步设计报告；650MHz 超导组元恒温器及

阀箱、1.3GHz-CW 聚束腔、耦合器及固态放大器开始研制；精密磁铁系统完成了初步

设计方案评审，恒温实验室方案设计达到了施工深度。 

5. ADS 注入器 I 各系统的改进及稳定性研究 

2018 年各系统进行了带电检修，期望系统集成后的稳定性及带束运行稳定性有明

显提升。 

6. 未来高能对撞机（CEPC/SppC）设计研究，完成加速器 CDR 报告 

目前的物理设计在 Higgs 和 Z 两个能量都能够满足高能物理对亮度的需求。 

2018 年 7 月 21 日，650MHz 1-cell 腔进行了垂直测试：2 K 温度下，加速梯度 Eacc

达到 36.0MV/m，Q=5.11010@ Eacc = 26 MV/m，超过了 CEPC 设计指标（Q= 

41010@Eacc=22 MV/m）。 

7. 其它任务完成 

1) 强流离子束传输和加速束流动力学研究： 2018 年 10 月 13 日完成结题验收

（科技部组织），加速器中心负责的两个子课题均通过验收。 

2) 新加速原理研究及应用：完成 CEPC Plasma-based Injector 备用方案的概念设

计报告等。 

3) 大功率高效速调管研究：首支样管完成理论和机械设计。 

4) 完成国内首台高场超导二极磁体（NbTi+Nb3Sn）的研制。 

三、院重点实验室建设与 IHEP国际评估 

1. 在“中科院粒子加速物理与技术重点实验室”的支持下，继续实验室基础设施

建设 —搭建恒温恒湿磁测、束测、机械、电源实验室，改造 6 号厅东、西高频厅、工

地超导磁铁实验厅，真空实验大厅等。成立所超导低温中心，挂靠院重点实验室，更好

开展超导、低温方面工作。 

2. 为了 IHEP 国际评估，成立加速器中心评估小组。配合所评估委员会，完成加

速器中心自评估工作。最终加速器中心的总体国际评估结果为：3A+，2A，1C。加速器

中心参与的各装置评估结果为：ADS：2A+，4A；CEPC 加速器：2A+，3A，1B；HEPS：

4A，2B。 

四、科技成果转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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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成果转化 

1) 2856MHz 超高真空高功率波导环形器：2018 年 11 月 19 日，输入峰值功率达

12 MW，真空度为 4.810-9 Torr，通过了高功率测试验收。 

2) 为 PSI 研制 4 套 C 波段超高真空超高功率干负载。 

2. 国际合作与交流 

1) 与 CERN 签署 HL-LHC 加速器校正磁铁合作协议。 

2) 与 PSI 签署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合作协议。 

3) 推动与 DESY/EXFEL 合作，并最终续签合作协议。 

3. 国际会议 

1) 承办第 29 届国际直线加速器会议（LINAC2018，400 人，～1/2 来自 21 个国

家与地区）。 

2) 承办第 8 届国际低温运行工作会议。 

3) 承办第三届亚洲加速器超导高频低温学校（ASSCA2018，49 个学生，17 位外

籍学生，32 位教师，5 位外籍教师，涉及超导磁铁、超导腔、低温三个专业）。 

4) 协办第一届 CEPC 海外 workshop（罗马）、CEPC 工作组会。 

5) 协办 IAS 高能物理会议（香港）、ICFA 工作会议 eeFACT2018（主席，香港）。 

五、项目争取及经费情况、文章及专利 

1) 项目争取及经费情况：2018 年共计到位经费 1.215 亿元； 

2) 发表期刊文章 45 篇，国际会议文章 143 篇，国内会议文章 63 篇； 

3) 各种专利 6 项。 

六、人才培养、引进、研究生管理及科教融合、研究室管理 

2018 年李超荣获全国粒子加速器学会第十三届“希望杯”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徐庆金荣获中科院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第五届“青年拨尖人才”。引进“千人计

划”1 人。 

1. 研究生管理及科教融合 

1) 研究生管理小组定期研讨，组织中心研究生每年两次考核； 

2) 2018 年接待了南京大学 2 人，四川大学 2 人，电子科技大学 8 人，清华大学 2

人； 

3) 国科大开设本科生/研究生课程：《对撞机及其原理简介》、《质子加速器基础》、

《加速器物理》、《 粒子加速器技术（上、下）》，以及面向研究生的《前沿讲座》； 

4) 2018 年首次在电子科技大学开设课程《粒子加速器物理与技术》； 

2. 研究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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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管理与规章制度 

定期室务会，要求各组定期组会，实行月工作报告制度；办公室、实验室有安全规

章制度并实施定期检查；办公费实行总量控制；网费超标人员公示。 

2) 积极参加安全培训，规范操作程序，增强安全意识 

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中级培训和职业卫生培训共 117 人次、特种设备定期进行年

检并按规范程序操作。 

七、2019年加速器中心主要工作任务 

1) 完成 BEPCII、PAPS、HEPS 等项目年度任务；争取上半年 HEPS 开工； 

2) 继续开展 CEPC-SppC 加速器预研； 

3) 继续开展加速器关键技术 R&D，院重点实验室及超导低温中心正常运作，推动

学科发展和建设； 

4) 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包括人才引进、研究生培养，开展多方国际/国内合作。 

 

 

（撰稿人：曹建社  审稿人：秦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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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工作总结 

 

一、前言 

2018 年，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在所里整体部署下，经过全体职工努力工作，出色完

成了全年的各项科研任务，论文产出和经费争取继续保持稳定势头，在部门建设、学科

规划和队伍建设中取得较显著的成绩，大力开展各项学术活动，提高了中心的影响力和

竞争力，并积极组织党支部、工会、共青团与青年、妇女等各项工作。 

二、正文  

2.1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中心各课题组完成 2018 年各项任务情况： 

（1） 气球组 

完成专项平流层飞艇项目、超压气球双球飞行试验、球载临近空间飞行器投放技术

研究和重载高空气球系统研制等任务，完成在乌拉特中旗、格尔木、酒泉等地的高空科

学气球飞行任务，全面完成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 

（2） 天体组 

1）开展“慧眼”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Insight-HXMT）卫星的在轨标定、数据分

析等工作，进一步完善了 Insight-HXMT 的分析软件并产出了一批重要科学成果，如完

成脉冲星导航实验；发现黑洞系统中最高能量的准周期振荡等现象，开启了研究黑洞系

统的新窗口。 

2）“天宫二号”γ暴偏振测量仪（POLAR）的数据分析取得重要成果，对 Gamma

射线暴偏振测量的相关结果发表在 Nature Astronomy 杂志上，被国际学者专文高度评

价。后续的数据分析工作正在进行中。 

3）引力波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GECAM）作为机遇项目在 2018 年 12 月获得

院空间科学先导项目的工程立项，并按照工程研制要求完成载荷关键技术立项、电性件

研制等任务，进度正常。 

4）中美合作西藏阿里原初引力波计划进展正常，中方已经完成观测仓建设，望远

镜各主要部件均已进入详细设计阶段或部分投产，数据处理软件研制和观测模拟等工

作也在按计划进行。 

5）完成中国空间站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HERD）1/15 规模量能器原理样机的

技术验证和束流实验，验证了设计方案和技术指标；完成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

测卫星（eXTP）的背景型号研制工作，积极推进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已经顺利转为

下一阶段的研制； 在地面标定设施建设方面，百米标定束线完成设备调试，已经开始

试运行并开始进行聚焦镜样件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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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磁监测试验卫星上我所研制的高能带电粒子探测器在轨运行正常，达到设计

指标，获得了高能核电粒子全球分布数据，并作为该卫星两个代表性探测结果之一发

布；完成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DAMPE）硅阵列探测器（STK）数据重建等工作，为

DAMPE 获得科学成果提供了坚实支撑；完成中法合作天文卫星空间变源监视器

（SVOM）γ射线监视器（GRM）鉴定件的研制和测试工作；完成爱因斯坦探针（EP）

后随观测 X 射线望远镜（FXT）的技术论证，正在安装确定的技术方案展开后续工作。 

（3） 宇宙线组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的建设工作稳步

推进，截至 2018 年底，基础建设完成野外施工工作量 60%以上，并完成 1 个 WCDA

水池、1 台 WFCTA 望远镜、50 台 MD 探测器、74 个 ED 探测器的建造与安装，通用、

时钟系统、计算平台、DAQ 进度顺利，其中部分已经启动运行并获取数据；数据重建、

物理分析和科学研究的组织工作也在同步开展；西藏羊八井 ARGO/Asγ实验继续开展

物理分析工作并产出一批重要成果；在西藏羊八井试验安装的热中子探测阵列规模扩

大到 64 台，数据分析工作正在进行。 

（4） 中微子组 

按计划完成本年度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工作，产出多项重要科学成果，得到国际最高

精度 sin22θ13（误差~3.4%）分析文章，已被 P.R.L 接收。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开

展液闪探测器关键技术研究、地磁屏蔽、纯净水氡气脱除、PMT 测试等工作，完成液

闪能量非线性精确刻度、液闪配方等研究；并开展前沿探测技术研究。 

（5） CMS/AMS 组 

在 CMS 数据分析中做出关键贡献，其中高能所为主的分析 6 项、有重要贡献的 23

项，并继续 CMS phase-2 升级高粒度量能器的 R&D 研究；开展 AMS 数据分析，在

ECAL 模拟程序修正和宇宙线正电子/电子识别精度有很大提高。 

（6） 理论组 

首先提出利用反响映射方法搜寻大质量双黑洞系统，发表多篇重要文章。在

DAMPE 卫星结果相关理论研究、宇宙线和暗物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良好进展。 

2.2 成果产出及项目争取情况 

中心在保证完成重大项目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大科学成果的产出。下图为 2014-

2018 年论文统计，2018 年，中心共发表论文 275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05 篇；综合

2014-2018 年情况可以看出，论文产出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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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4-2018 年论文统计 

表：2014-2018年经费来源情况 

项目类别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科技部项目 398.00 419.40 3808.92 2827.76 2145.27 

国家其他任务 2683.35 213.00 750.00 617.00 169.90 

基金委项目 1566.10 895.70 2359.08 880.29 2120.89 

国外 7.37 0.00 472.96 0.05 0.00 

院专项 724.80 572.80 1230.00 2512.92 866.00 

院先导 4855.25 3031.98 795.62 2613.88 6933.40 

院重点实验室 120.00 240.00 240.00 300.00 330.00 

院内外委托 125.91 919.62 256.60 238.82 182.72 

所自主部署 389.47 342.95 150.88 423.02 251.00 

条保基建项目 0.00 1660.00 4039.00 26.00 0.00 

合计 10870.25 8295.45 14103.06 10439.74 12999.23 

2018 年，中心争取经费总数 12999.23 万元，经费来源情况见上表；综合 2014-2018

年情况可以看出，中心的科研实力和活力一直保持在较为稳定、活跃的状态。 

2.3 部门建设、学科规划与建设情况 

（1）部门建设：召开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及部门战略研讨会；积极参与并完成高能所国际评估，中心获得 A+的评分。 

（2）1、5、7 规划实施情况： 

五项突破：Insight-HXMT 开始产出科学成果，并通过申请联合基金、召开用户大

会等方式群策群力，进一步扩大科学产出。 

七个培育：LHAASO 和阿里引力波项目开始建设，GECAM、eXTP 和 HERD 等项

目的推进取得重要进展。 

（3）学科建设：以 Insight-HXMT、POLAR 为契机，组织空间数据分析和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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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队伍；以 LHAASO、阿里为契机，加强宇宙线和粒子宇宙学研究力量；支持粒子物

理、天体物理理论研究，打造仪器、数据、理论为一体的综合研究中心。 

2.4 队伍结构与人才培养 

2018 年，中心固定人员 181 名，其中博士、硕士所占比例分别为 71%和 21%，职

工的平均年龄 38 岁；2018 年新入职青年职工 11 人（9 人博士学位，2 人硕士学位）。

中心队伍结构合理，积极培养青年骨干作为中坚力量；2018 年，陈明水获“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资助。 

2.5 学术活动 

2018 年，中心继续组织一系列学术活动，包括：每月一次的研究生学术沙龙活动；

每年一次的粒子天体物理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已有 14 届）；每年初召开的战略研讨会；

每年中召开的考核会；每年终召开的总结会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每周各课题组组

织召开例会；共组织 6 次中心系列学术报告活动；每年各项目组召开若干次合作组会，

如第六、七次 HERD 国际研讨会议、eXTP 国际合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九届 LHAASO

国际研讨会等；成功举办一系列与慧眼卫星相关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如第三届亚太

合作天体物理国际研讨会。 

此外，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参加 COSPAR 及 IAU 等国际大会，扩大项目成果的影响

力；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互访交流频繁，开展联合观测等科研活动。 

2.6 党支部、工会、共青团与青年、妇女工作情况 

中心党支部按照中央部署和上级党委的要求切实做好各种学习活动。2018 年，组

织党员赴延安学习、参加所文化广场、自编自演《慧眼心愿》参加“我是科学家”活动；

荣获 2018 年优秀党支部、中科院“新时代科技报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心团支部积极带动青年开展各项活动。和幼儿园团支部共同承办举办了第十二

届阳光青年才艺大赛，获得圆满成功；承办所十九大知识竞赛；参加离退休办和所团拜

会演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2018，代表职工向所职代会提交提案和合理化建议；积极协调，为伤病职工解决困

难；积极组织职工参加所工会的各项活动。配合所妇委会完成相关工作，组织中心女职

工参加高能所庆“三八” 活动、排球和羽毛球比赛等。 

三、小结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在 2018 年取得了重要进展，也面临着新的局面：2019 年任务更

加艰巨，工作重心继续向运行、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转变，是科学产出的重要时期。中

心将继续加强工程项目管理和建设，加强各项目的物理分析和科学产出，促进工程项目

和学科平衡发展，促进粒子天体物理学科发展。 

(撰稿人:尹倩青  审稿人:宋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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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理论物理室工作总结 

 

一、概述 

 理论物理室 2018 年科研工作稳步推进，在国际国内专业期刊共发表 120 余篇论

文，其中在《物理评论快报》和《现代物理评论》各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2018 年度

理论物理室张宗烨院士和黄超光研究员退休，黄梅研究员调离，新引进一名青年千人：

任婧。继续支持《中国物理 C》的编辑工作，并提供 21 篇优秀稿源。按时保质量完成

理论物理室承担的高能所国际评估任务。依托在理论物理室的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

理论物理研究中心(TPCSF)和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CFHEP)正常运转，支持相关学术

活动。理论物理室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任务，踏实做好科

教融合，加强国科大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粒子物理教研室建设。 

二、基金课题 

理论物理室 2018 年在研课题约 30 个，新批准国家基金委项目 3 项，一项重点项

目 300 万元，2 项面上项目共 120 万元，合计 420 万元。中微子理论课题组藉新批的重

点项目《中微子质量起源及相关新物理的理论研究》计划深化与江门反中微子实验相关

的唯象学研究 。  

三、学术活动 

理论物理室今年共出访约 100 余人次，在国际和国内会议上共作学术报告约 70 个。 

组织学术会议 6 次， 邀请来访学术报告 41 次， 国际访问 41 人次， 国内院校及研究

所来访 28 人次。 

四、研究队伍和学科建设 

 理论物理室最薄弱的 TeV 高能量前沿研究方向正在得到明显加强，连续引进三位

青年人才：张昊、张岑、任婧，均获得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支持，开始发挥作用。理论

物理室连续成功引进四位青千，有效地实现了学科布局和研究方向的新规划，成为近年

来国内各大单位在粒子物理理论方面引进青千人才的佼佼者。理论物理室现有 13 名研

究员，3 名特聘研究员，3 名副研究员，秘书 2 名，年龄分布均匀，梯队建设合理。 2018

年博士后出站 8 名，在站 6 名，目前各单位博士后待遇普遍提高，基金课题财务压力

很大，吸引优秀博士后比较困难。在读研究生 54 名，今年 15 名学生通过博士论文答

辩，包括首名巴基斯坦籍国际留学生和台湾研究生，顺利毕业。 

五、科教融合 

科教融合方面，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粒子物理教研室由理论物理

室 19 人及国科大本部 9 人组成。理论物理室承担国科大本科生（10 门专业课）和研究

生（9 门专业课）的教学，招生及科普任务。教研室为国科大本科生组织数次前沿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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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这对学生培养研究兴趣及高能所招生非常重要。 吕才典获中国科学院大学首届

李佩优秀教师奖。 

六、国际评估分析 

相较于上次的 5 年国际评估，这次评估结果显示理论物理室在科研和学术影响力

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尚缺乏突破性的、改变学科面貌的原创性成果。国际评估组给出

理论物理室发展的两条建议：建立高性能计算机群，增加格点 QCD 研究所需的超算资

源；招募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物。 

七、研究室建设 

理论物理室今年在办公区全方位安装了摄像头，保障办公环境的安全，全年无安全

事故。更换了部分老化的会议室椅子以及为全室职工和研究生都更换了椅子，逐步改善

提高办公条件。在文化建设方面，理论物理室党支部发挥组织、凝聚、宣传和服务群众

的堡垒作用，完成了第二批课题组展板制作，布置办公室走廊。在研究生培养制度方面

不断细化，网络费用严格管理，学术活动签到考勤，保障和促进研究生的科研氛围。强

调课题组长的经费审核。  

八、党工团建设 

理论物理室党支部 2018 年在组织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李钊、周顺两名科研

骨干转正为正式党员，是中国科学院多年来发展研究员科研骨干的突破。工会和团支部

在党支部领导下，相互配合支持，为科研工作保驾护航。 

九、小结   

理论物理室 2018 年各方面运行正常，科研和学术活动活跃，成果稳定。面临的问

题也很明显：博士后比例偏低，新物理方向缺少一位领军人物，部分课题组经费紧张，

希望尽量拓宽申请科研经费渠道，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撰稿人：党蕾  审稿人：吕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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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多学科研究中心工作总结 

 

2018 年，多学科研究中心在所领导的关怀和各项政策的扶持下，中心领导和科研

人员共同努力，在大科学工程建设（HEPS＆HEPS-TF，PAPS），BSRF 运行维护，以及

自主研究项目中，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和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室管理和制度建设中，

大胆创新改革，党政协调，服务大局，注重青年人才培养，人才队伍结构稳定，具体情

况如下： 

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1 HEPS-TF 线站各系统测试结果 

分 5 批完成了 9 个系统的工艺测试，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者优于验收指标，大部分

指标达到设计指标；建立了精密光学检测和晶体加工实验室，提升了Ｘ射线探测器研发

能力，为 HEPS 线站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1.2 HEPS 进展 

组织并完成 14 个用户线站和前端初步设计报告，2018 年 6 月 11 日可行性报告发

改委评审通过 ，同年 8 月 31 日，初步设计报告评审通过科学院评审。 

1.3 X 射线光学平台（PAPS）建设进展 

光学系统方案评审完成，各关键设备完成设计，进入招标采购阶段；探测器系统，

二维像素阵列探测器、纳秒时间分辨探测器（APD）、金刚石探测器、多元 SDD 系统皆

已完成样机设计，进行初步调试中；X 射线应用系统，围绕 HEPS 建设以及同步辐射实

验发展需求，启动了包括成像、谱学、衍射等 4 个前沿软件发展工作。 

1.4 BSRF 运行概况 

2018 年 6 月至 7 月间，专用光模式接待用户 818 人，10 月至 11 月期间，接待 900

人，BSRF 实验站运行效率 98.6%，共享率 95.1% ，共发表文章 502 篇，其中 1 区文

章 184 篇，Science 1 篇。 

1.5 自主研究亮点 

1.5.1 新型纳米材料用于 X-ray 放疗增敏与 CT 成像：此项研究揭示了功能纳米材

料理化特性与放疗增敏和防护的特殊生物学效应关系规律和机制，建立放疗增敏纳米

材料可控合成和宏量制备的新技术，为增强肿瘤放疗效果开辟新方法，共发表影响因子

超过 10 的高质量文章 3 篇，高于 20 的 4 篇，申请或授权相关专利 8 项。 

1.5.2 卡波氏肉瘤病毒 (KSHV)关键致病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卡波氏肉瘤病毒

（KSHV），是一种重要的人类肿瘤病毒，ORF57 蛋白是病毒裂解复制过程中的重要功

能蛋白，以前的报道证实 ORF57 蛋白通过二聚化而得以稳定，与武汉大学蓝柯教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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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解析了 ORF57 蛋白结构，鉴定出该蛋白二聚化的关键位点，为抑制病毒药物研发

提供了结构基础，结果发表于 LoS Pathogens，被选入蛋白质研发重点专项的亮点。  

1.5.3 与同步辐射的结合提升自主研究的水平：应用同步辐射技术研究纳米颗粒在

微生物、植物体内转化，回答纳米颗粒在环境中的变化及可能归属，以及同步辐射技术

结合正电子谱学揭示 MAX 相材料吸附还原固定锕系金属的机制。 

1.5.4 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液体闪烁体的研制：建立了液闪中发光物质的定量分析方

法；建立了 PPO 中痕量 Th/U 的定量分析；建立了金属铜中痕量 Th/U 的定量分析；开

展了新型掺碲液闪研究。 

1.6 发表论文情况 

2018 年，多学科中心共发表 SCI 文章 405 篇，占全所论文总量的 40.6%，文章数

量和质量皆有稳步提升；授权专利 22 项，占全所总量的 28%。 

1.7 项目与经费情况 

2018 年新增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3 项，合作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2 项，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横向协作项目 4 项，青促会优秀会员 1 项，修改项目 1 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3 项，仪器研制类项目 8 项，以上新增经费共计 6062 万元；2018 年

到位经费总计 5082.81 万元。 

二、研究室建设与创新文化管理 

2.1 HEPS 工程建设中的改革与创新 

为优化人员配置，参考国际上的成功经验，采用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组建

模式， 由束线光学、精密光学机械方向人员成立专业团队，与加速器共用通用机械、

控制等团队，团队建设结合 PAPS 工程，与东莞分部的人员通盘考虑。 

2.2 成立多学科中心“纪检监察小组” 

多学科中心承担项目多，经费量大，项目内容千差万别，管控有难度；同时，PAPS、

HEPS 项目经费量大，时间紧迫，执行压力巨大；工作人员若不熟悉工作流程，有可能

在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过程中拖延进度。鉴于此，中心党总支牵头，室领导参与，成立了

多学科中心“纪检监察小组”，关口前移，管控风险。 

2.3 党政协调，服务大局 

中心党总支书记参加室务会，参与决策，主动承担各项工作，包括组织中心研究员

讨论中心发展规划、新光源工程、参与职工考核和绩效奖励办法的讨论和制定；“双融

双聚”谋发展，走出去，引进来，让更多的研究人员了解同步辐射、了解新光源，使得

工程建设队伍更加深入地了解未来用户的需求；在有职工或学生与课题组发生矛盾时，

主动做好思想开导工作。 

2.4 创新文化建设 

强调职工要树立科学价值观，遵守科学行为准则和职工行为规范，遵纪守法，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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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避免不端行为的发生；鼓励职工参加各类培训，例如知识产权培训、专业培训、

导师培训等，提高职工个人素质；组织开展多种文体活动等调动职工的工作热情。 

2.5 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情况 

多学科中心 2018 年副高职称占职工总人数 55%，中青年职工人数占据三分之一，

形成了老职工做表率，中青年担当中流砥柱，青年职工奋发向上的良好局面，在过去的

一年里，共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3 次，国内学术研讨会 2 次，国际邀请报告 14 次，口

头报告 16 次，国内邀请报告 21 次，口头报告 41 次。 

综上所述，2018 年，多学科中心在所领导的鼎力支持下，在与兄弟单位的紧密合

作中，顺利完成了光源预研项目的各系统设计，PAPS 平台基建封顶，光源项目批复在

即，BSRF 平台持续获得丰硕的科学产出，各个重点发展方向和同步辐射的紧密合作取

得系列的研究成果，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围绕 HEPS 的建设，将多学科的研究工作聚焦

到新光源上，利用 HEPS 获得重要的前沿科学研究成果，希望多学科中心在新的一年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各项工作捷报频传。 

 

 

（撰稿人: 刘潇潇  审稿人：张智勇、董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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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计算中心工作总结 

 

一、本年度任务完成情况 

1.1 机房建设 

1.1.1 完成多学科大楼机房建设 

多学科大楼机房已经投入使用，为多学科大楼网络环境、所内其它部门托管服务器

以及高性能计算环境提供了机房环境，部署了集中网络动环监控系统，实现高能所多个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统一监控、报警、管理。 

1.1.2 LHASSO 在站数据中心建设 

为 LHAASO 提供数据现场处理和中转服务，作为远程站点纳入位于北京的集中网

络动环监控平台，实现远程统一监控管理。结合 LHAASO 基本需求、运行特殊要求及

高海拔环境，完成了在站机房整体方案设计和项目建设招标工作，进入建设准备阶段。

预计 2019 年 5 月完成建设工作，进行试运行。目前完成临时机房建设，满足当前数据

处理的急迫需求。 

1.1.3 HEPS 机房规划 

启动并完成 HEPS 现场机房初步设计报告，根据工程进度安排进行后续工作。 

1.2 计算资源管理 

1.2.1 计算环境 

实现了高能所多实验计算资源共享、异地资源共享和作业统一调度解决方案。2018

年度，高性能并行计算集群 （HPC）规模的到提升，CPU 资源数达 3344 Core，较去年

增加 33%，2019 年计划增加 80 块 GPU 卡，实现 GPU、 CPU 等异构资源管理。 

1.2.2 计算系统研究 

HTC 与 HPC 负载融合技术研发：实现了异构集群之间的作业透明迁移；开展了多

种作业迁移策略的研究；开发了作业调度性能测试工具。 

多种调度模式研究：多核 、单核作业混合调度的研究；动态、静态作业槽按需调

整；集群规模弹性扩展。 

1.3 存储系统 

1.3.1 设备升级 

对 BESIII、CEPC、JUNO、公共服务等文件系统的元数据存储设备升级，完成公共

文件系统 /scratchfs 硬件升级，升级后可用空间为 600TB。 

1.3.2 硬件扩容 

磁盘存储空间扩容约 3.3 PB，系统稳定运行，全年计划外服务不可用时间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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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小时，无数据丢失。 

1.3.3存储研究 

EB级分布式文件系统 EOS 研究 

在 EOS 上进行大规模 BESIII 数据分析的可靠性评估，通过升级 BOSS 插件和 EOS

客户端，作业成功率从 95%提高到 99%；通过国际交流互访，与 CERN-IT 存储小组建立

合作关系。 

智能存储技术研究 

基于机器学的的文件系统优化研究：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 Lustre文件系统参数调

节，在小范围测试中获得比默认配置约 30%的性能提升，相关论文被 HPCChina 2018 

“Strong Accept”接收，推荐《计算机研究与发展》发表。 

面向分层数据管理的迁移系统开发：借助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预测数据热度变化

进行迁移，预测准确率达到 90%左右，相关成果在科学数据大会上评为“最佳实践案例”。 

广域网主从站点间数据联盟技术研究 

结合 LHAASO等实验需求，研究了基于地理位置的 EOS副本同步技术（推荐 LHAASO）、

Xrootd+Xcache （推荐 LHAASO）、自主开发的 LEAF 数据管理系统( 推荐 CSNS，HEPS)

三种技术方案，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贡献口头报告 8个。 

1.4 WLCG Tier2 北京站点 

全年稳定运行，在国际同类站点中继续保持排名前列（前 30%）；完成站点升级与

更新，保证持续稳定性；年初站点成功切换到 LHCONE 网络环境中，加入了 WLCG 全

球专用虚拟网络；完成 LHCb T2 站点“LCG.Beijing.cn”的建设， 并在年底投入生产

使用；持续加强国际合作和研究交流。 

1.5 分布式计算与云计算 

1.5.1 分布式计算 

继续稳定地为 BESIII 和 CEPC 提供服务；建立了三层监控体系（系统->站点->作

业），进一步提高可靠性；推进面向实验的分布式计算国际合作；与 DIRAC 团队进行

合作研究，作为主要技术力量，完成了 pilot 自主调度的多核模式在 DIRAC 上的实现，

大大提高了调度效率和资源对多核作业的适应性；与英国 GridPP 合作开发，实现了

DIRAC 系统对轻量级容器技术的支持；针对 JUNO 的软件需求，实现了 CVMFS 基于

网格证书的权限控制。 

1.5.2 云计算 

IHEPCloud 面向个人的云计算平台升级并稳定运行，完善虚拟计算集群使用，很好

地支持了 LHAASO 实验前期的 MC 模拟数据的产生与数据重建分析；建设 LHAASO

实验稻城山上的计算环境与跨域计算系统；顺利实现完成院十三五领域云项目 2018 年

度考核指标与课题实施年终总结。 

1.6 网络环境建设与网络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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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及公共服务全年运行稳定。升级网络设备、优化网络架构、提高网络健壮性和

性能，完成多实验异地网络环境建设与规划；继续同科技网、教育网开展合作，改善广

域网性能，实现高能所、科技网、教育网三方之间的广域网性能监控。 

2018 年高能所数据交换速率峰值达到 11.5Gbps，交换数据总量超过 7PB；网络统

一监控平台部署，实现综合、统一的网络与服务状态监控。 

对 SDN 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实现对访问所内的应用服务网站引流至网

站安全防护系统的目标，使其免受来自所外的攻击，共检测并阻止了 189242 次攻击。 

继续开展 SDN 在高能物理实验数据传输中带宽保证的应用研究。基于现有网络链

路质量，尽可能保证 JUNO 实验数据传输的可用带宽，根据数据传输系统的预估得到

一段时间内实验数据传输需要的带宽值，通过 SDN 控制器动态调整实验数据传输的可

用带宽。目前已经完成方案设计，并开展了相关验证测试工作。 

1.7 所级信息化 

1.7.1 信息化建设与开发 

优化和完善已发布的信息化系统，更灵活的适应业务变更需求，保证系统安全、可

靠、易用。具体系统和服务清单如下：  

 

系统名称 访问链接 2018 年优化及完善内容 发布时间及状态 

统一认证

系统 

https://login.ihep.a

c.cn 
新增 VPN 申请、认证接口的优化 

2015 年，运行

中 

物资采购

系统 

http://caigou.ihep.a

c.cn 

新增 HEPS、东莞分部采购支持、

采购接口优化、特定课题的审批

流程的支持 

2016 年，运行

中 

基建财务

报销系统 

http://baoxiao.ihep.

ac.cn 

固定资产报销入库模块优化、新

增 HEPS 的支持、报销接口优化

（与移动端） 

2016 年，运行

中 

人力资源

系统 

http://hrms.ihep.ac.

cn 

优化接口的管理模型，优化人员

入职流程，接口中心管理 

2015 年，运行

中 

项目课题

管理系统 

http://pms.ihep.ac.c

n 

新开课题流程优化、所自主课题

申请流程优化、课题接口模型优

化 

2017 年，运行

中 

高能所移

动
APP2.0 

Appstore，应用宝

中 

新增了出访系统、网络接入控制

系统的审批与查询、会议室预定

与管理、二维码识别，优化了
VPN 

2017 年，运行

中 

统一个人

工作平台 

http://portal.ihep.ac

.cn 

新增对出访系统、网络接入控制

系统、会议室预定与管理集成 

2017 年，运行

中 

所投票系

统 

http://hrvote.ihep.a

c.cn 

JUNO 合作组、BES 合作组等投

票支持，跨级，分级，职员晋升

投票优化 

2016 年，运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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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布新的信息化应用系统，提供更多科研管理业务的线上办理，提升科研管理

效率。具体见下表。 

 

系统名称 访问链接 内容 
发布时间及

状态 

外事出访系

统 2.0（新版

本） 

https://chufang.ihe

p.ac.cn 

事前公示、预算、事后公示、事后

核销 

2018 年，运

行中 

散裂用户系

统 

http://user.csns.ihe

p.ac.cn 

用户实验提案全流程管理、安全培

训考试、设施状态展示 

2018 年，运

行中 

财务凭证管

理系统 

http://portal.ihep.a

c.cn 

实现第财务凭证的线上管理，方便

用户对凭证的查询及下载 

2018 年（待

公开发

布），财务

处内部使用

中 

来访系统 
https://laifang.ihep.

ac.cn 
邀请函、来宾注册等 

待发布，开

发完成、测

试中 

用印管理系

统 

http://hrvote.ihep.a

c.cn 
实现对所用印审批流程的线上管理 

待发布，开

发完成、测

试中 

医疗报销系

统 

http://medical.ihep.

ac.cn 

实现医疗单据的扫描、核算和报销

管理 

开发完成、

测试中 

 

1.7.2 云化信息服务模式 

采用虚拟化技术提供高能所公共信息服务。建设统一服务平台，提供面向个人及实

验的资源申请与管理服务；已经发布的服务资源包括：MySQL、DocDB、GitLab、

Hypernews、Mediawiki、IHEPbox 等；重点支持面向实验的信息化服务需求，提供便捷、

免运维的云服务解决方案；支持实验：HEPS、 LHAASO 、JUNO、GECAM、CEPC、

eXTP、HXMT、阿里等。 

1.8 数据库服务 

提供数据库即服务的服务模式，支持不同数据库应用场景，用户自主申请、自主管

理数据库，按需分配资源；分级监控，性能监控、服务监控；目前支持的用户有：LHASSO、

JUNO、HXMT、CSNS 等、信息化相关系统、数据中心的网络流量日志等。 

Web 应用软件 

开展实验数据管理设计与开发。开发了通用数据处理跟踪管理系统 Bookkeeping，

支持 JUNO、LHAASO 实验；建设离线条件数据模型实现数据发布，分散 Cache server

并行读取压力；承担 GECAM 科学用户软件研制，支持科学数据产品管理与共享；调

研 SciCat 框架，支持 HEPS 数据管理 JUNO 实验。 

二、实验室建设、学科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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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建设：分布式计算、云计算、计算调度、存储新技术、网络新技术、网络安

全、web 应用 7 个技术研究小组工作开展积极有序；推动开放实验室建设，促进 IT 技

术与高能物理科研信息化的融合与应用。 

学科方向：高性能计算、海量存储、云计算和大数据；网络及安全技术；数据库技

术、信息化技术。 

三、争取项目及经费情况 

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计算中心到位经费 3159.25 万，比 2017 年增加 714.25 万；新

建课题 15 项，其中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 年申

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批准 4 项，资助率为 100%；承担大科学工程建设经费，

JUNO> 3000 万；LHAASO：3600 万；HEPS>4000 万。 

四、队伍结构与人才培养 

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计算中心共有正式在编人员 35 人，项目聘用（三元人员）

2 人：较去年人员变化：1 人调离，1 人离职，新入职 2 人 。 

研究生毕业、招生、考核、就业：2018 年毕业 6 人（硕士 4 人、博士 2 人）；招收

硕博生 2 名、硕士 2 名；对研究生开题及论文管理进行改革：成立研究生管理小组，严

格管理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等培养环节；学术小组对论文进行事前审查，提出完善意见，

提高论文质量；为研究生创造多种机会与国内外同行进行技术交流：学术会议 8 次；请

进国外专家 6 人次；获得国家奖学金 1 人；加强联合培养研究生招生与管理：现有联

合培养学生 6 名。 

五、学术活动和论文发表 

多次主办学术会议：RING2018；高能物理计算和软件会议；第二届高能物理网络

安全技术研讨会；中科院科研信息化联盟会议；HTCondor 应用研讨会等。 

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合作组会 30 人次，共做 15 个报告；参加国际会议 47 人次，

口头报告 39 人次；邀请国外专家访问 9 人次，派出 6 人次；定期组织“青年科技园地

活动”；发表国内外论文 10 篇，专利和软著各一项。 

六、研究室建设与管理 

中心室务会和行政小组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和任务的完成，中心正、副主任分工明

确，室务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学术小组和技术小组侧重于学术研究和技术交流与合

作，党支部负责创新文化建设、工青妇工作和学生工作。 

职工日常管理与考核：计算中心对人员的管理采用实际岗位需求、个人工作能力及

工作量和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优化了人员分工、岗位责任和考核指标。职工

日常管理中，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出差、请假等流程规范；职工考核中，中心考核采用

个人工作周报工作量统计、综合监控系统对系统运行评价、研发成果应用效果、新技术

研究及应用效果，结合个人在不同岗位的时间比例和权重进行计算，实现量化考核和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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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新文化和制度建设 

正确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倡导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坚持举办 “青

年科技园地” 等学术活动，加强学术环境建设；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思路，今年邀请

国外专家来工作 1 周以上达到 6 人次；坚持“趣味排球赛”、“羽毛球比赛”品牌活动，

每季度举行“生日会”；组织青年积极参加高能所新文化活动，并坚持上门技术服务；

看望离退休老同志，关心困难群众，慰问生育女职工。 

制定和完善研究室制度建设，严格执行。全面贯彻反腐倡廉等相关规定，召开本支

部廉政警示教育大会；坚持室务会制度，完善因公出国管理、出国报告审查制度、机房

值班制度、研究生季度考核、会议报告审查制度、发表论文规定、延期研究生管理制度、

客座研究生管理制度等。  

八、存在问题 

科学工程建设任务繁重：JUNO，LHAASO，HEPS，CEPC； 

未来机房要进一步扩容，在厂所、供电等多方面，需要兄弟部门及所里支持与协调； 

资源缺口较大：WLCG-Tire2 Beijing站点（目前支持 ATLAS、CMS、LHCb实验）网

格计算资源需要得到持续支持，需要在人员经费和硬件更新费用上得到支持； 

人才招聘和引进竞争力不足：IT 领域人才竞争大，薪酬低，招聘工作进展非常缓

慢。 

九、2019年工作重点 

1. 保障大科学工程建设，严格按照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2. 提高运维质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保障高能所科研的良好支撑； 

3. 加强计算新技术研究，提高计算系统的整体水平与运行质量：深入开展大数据、

机器学习和高性能计算研究； 

4. 进一步加强网格计算和云计算研究，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高能所科研； 

5. 开展存储新技术研究，满足实验的未来存储需求； 

6. 加强网络技术研究，完善实验数据传输与共享系统； 

7. 持续提升网络安全能力，进一步提高网络信息安全发现与防护水平。 

 

 

(撰稿人:晋文媛  审稿人:齐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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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工作总结 

 

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作为我所开展应用研究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研究单元，

2018 年工作重点是全力保障核安全、CT 成像方向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继续推进核安

全监测技术成果转化；根据学科发展凝练研究方向，进行人员调整。 

本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为： 

1. 在核安全监测方面，完成自支持阵列设计的二维时间编码成像系统研制，达到

任务书各项指标要求。完成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核安全监测前沿技术研究及装备研

制”总体方案设计和大面积伽玛射线成像仪系统搭建。完成核燃料 235U 富集度无源检

测系统的研制，并已交付用户，经测试符合实际生产需求。完成用于新型闪烁体性能研

究的高效测试系统研制，实现高速数据采集的能量和时间分辨测量技术。中子源编码孔

径成像系统性能测试和成像功能达到项目指标要求。掌握了康普顿散射成像技术，实现

了图像重建与融合。完成随钻小型密封中子管开发平台建设。核安全监测设备在北京、

深圳等多个口岸、地铁及高速路口交付用户使用。用于散裂中子源的隧道辐射环境巡检

系统通过现场验收，二期已启动调研实施。针对典型致霾污染物的成因机制进行了研

究，发现活性氯促进了典型致霾污染物 SO2/NO2 在矿质颗粒物表面的非均相反应，提

出了大气二次气溶胶的一个重要成因机制。 

2. 在无损检测方向，完成基金委重大仪器研制专项 CT 多场耦合岩石力学试验系

统研制，并通过基金委组织的项目验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X 射线三维分层成像仪”进

展顺利，通过科技部年度考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乳腺专用低剂量多能 CT 系统”完

成研制开发，进入性能测试阶段。完成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CT 系统系统研制和关键技

术研究。完成基于 SEM 的彩色 Nano-CT 系统研制，并通过项目验收，是国内首次实现

基于 SEM 的纳米分辨 X 射线成像技术。与中科院金属所合作研制成功国内首台单晶叶

片取向和小角晶界测试仪，并通过项目验收。 

3. 在分子影像研究方面，完成 PET-Gamma 双核素成像系统软硬件集成及性能测

试。利用 100 例健康大鼠 PET 成像数据（Eplus166），对成年大鼠的脑代谢网络进行了

模块化分析；研究了脑梗急性期大鼠代谢运动网络的变化。利用正电子核素 68Ga 制备

了 PET 心肌脂肪酸代谢显像剂，性能优于目前临床使用的 SPECT 探针 99mTc-MIBI。利

用正电子核素 64Cu 及 124I 标记的肺癌靶向纳米材料，在鼠肺癌肿瘤部位 SUV 值高于正

常肺组织，靶向性表现明显。 

4. 在新技术开发方面，基于纯 Verilog 代码开发了千兆以太网 MAC 核固件程序，

可适用于任何 FPGA 芯片。开展了基于硅光电倍增管增益特性的大动态范围关键技术

研究。开展了基于机器手操作的工业 CT 检测技术研究，该技术可大大提高工业 CT 系

统开发能力。开展了基于虚拟现实的 CT 重建技术研究，可用于文物重建演示等方面。 

5. 在对外开放服务方面，CT 无损检测平台、分子影像平台、脑成像数据处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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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良好，为近四十家单位提供了检测和数据分析服务。 

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现有固定人员 58 人，其中研究员 7 人，副研究员 34 人，2018

年新进 2 人，离职 2 人。在成果产出方面，2018 年发布国家标准一项。发表论文 41 篇，

SCI 收录 26 篇。申请发明专利 16 项，授权 14 项。在研究平台建设方面，推进分子影

像研究平台建设，购置了回旋加速器用于短半衰期正电子核素的获取；对中子实验室进

行环评改造建设；完成核成像实验室环评增项许可，为项目实施及新技术研发提供条

件；依托于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的北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年

绩效考评结果获“优秀”，并获得北京市科技创新基地培育与发展工程专项支持。在学术

活动方面，中心积极鼓励青年骨干及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作为合办方之一

举办了北京-芝加哥分子影像研讨会，并且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多人次来中心交流合作。

在制度建设方面，强化工程项目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时间节点控制。加强安全管

理，定期进行自查，防范安全问题。在文化建设方面，积极支持党工青妇开展创新文化

建设活动，强化经费管理和廉政警示教育，2018 年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获得高能所

2015-2017 年度创新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8 年度中心各项科研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 2019 年度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在

保证重点重大项目高质量按期完成的基础上，致力于在新技术部署、新应用方面有所突

破，通过多种合作方式进一步推进中心成果转化工作。 

 

 

(撰稿人：郭静  撰稿人：魏龙)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196 - 

 

 

2018 年度党政联合办公室工作总结 

 

2018 年，党政联合办的各项工作有序、顺利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具体如下： 

一、党务工作 

2018 年，党政办根据上级党委工作部署认真完成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等全年政治理论学习任务、完成了所党委要求的各项工作计划，具体情况如

下： 

（一）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 学习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宪法、国家监察法；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其中，中心组学习 2 次，基层党支部讲授党课

10 余次；举办“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分享活动，各支部参与率达到 100%。 

2. 重点学习院士大会讲话、两会中关于科技创新的内容，自上而下（包括中心组

及基层党支部）全部完成任务。 

3. 组织安排十九大相关宣贯活动。举办十九大知识竞赛，全所 17 支队伍参赛；邀

请“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作“学习十九大精神，科学认识一带一路倡议”

报告；组织全所中层干部（参与率 100%）参加北京分院十九大精神学习轮训。 

（二）落实上级专项活动部署 

1. 组织开展“讲爱国奉献 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建立专题学习网站，展开优秀

党员、优秀征文作品的评选活动；粒子天体物理中心获中科院“新时代科技报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组织筹备所党委相关学习工作，包括开展重温入党志愿书评优工作，召开“双

融双聚”主题实践活动，上报中科院“一所一人一事”王焕玉书记事迹，参加北京分院

“率先行动”故事汇视频作品等。 

3. 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培训 

召开警示教育动员大会，邀请孙中和做主题报告。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安排党办专员到支部讲述主题党课 10 余次。制定《警钟》播放周，扩大宣

传效果和途径。 

4. 完成落实党建工作规定动作，包括做好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与支部量化考核，开

展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其中，我所 52 名长期出国不归党员已请示上级党委，制定

了处置方案），完成北京分院到我所审计复核党费管理工作，完成支部工作法手册高能

所部分的编撰等。 

（三）落实所党委工作计划 

1. 2018 年所党委设立重点工作计划 64 项，其中 59 项由党政办落实或牵头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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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工作计划提醒制度，对各项计划进行动态跟踪。 

2. 组织建设工作。抓好基层党支部建设，明确换届工作规范，指导支部遵守组织

原则做好换届。完成 3 个支部增补委员：理论室支部书记完成增补、多学科中心支部书

记增补、行政处组织委员增补以及成立 LHAASO 稻城临时党支部。完成实验物理中心

党总支、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党总支、党政办党支部等 7 个支部的换届选举工作。本年

度，我所共发展党员 11 人，副高级以上科研人员 4 名。 

做好党费收缴工作，邀请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组织部许东做党费使用培训；挖掘支

部先进经验：我所散裂中子源团队入选中科院年度“率先团队”称号，粒子天体物理中

心党总支获中科院“新时代科技报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加速器中心党总支“四个

导向工作法”获京区事业单位党委科研一线支部“品牌支部工作合法”荣誉称号。实验

物理中心党总支“三有五抓”获景区事业单位党委科研一线支部“优秀支部工作法”荣

誉称号。 

总结科研骨干入党工作经验，在中科院召开的党建工作会上做经验交流。 

二、政务工作 

 (一)文书工作 

1.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做好申请盖章文件、材料的逐级审批、核查，并及时将用

印申请表留存备查。为科研、工程、基建等项目申请、预算、建议书、中期总结、验收

等加盖所公章。数量持续增加。 

2. 为职工外出联系工作、购买材料、电话安装及移机、参观等开具各种证明和介

绍信。 

3. 为简化公章使用的签批流程，优化办公环节，提出了盖章材料网上流转、审核、

会签、签批和线下复核的方案。已完成初步流程程序的设置，下阶段将逐步的完善并进

行试运行。 

4. 在公文办理环节，力求做到传递及时、准确，注重与各部门的沟通和配合，做

好催办工作。截止到目前，共接收、处理中科院及院外文件 1115 份；处理各种通知、

函件、资料 50 余份。发文 197 份，及时上报、上网；会议纪要 15 期；重要事项通知

126 期。ARP 中外事出国提请领导审批、合作计划、专家引进等加盖公章、报院千余份。

根据需要刻制光盘，做好涉密文件、资料的登记和传阅，按时清退中央文件，做到不泄

密，不丢失。 

(二)文书档案工作 

做好文件的处理，及时收集汇总及移交工作。年度归档的案卷 82 盒，其中永久 18

盒、长期 44 盒、短期 20 盒，其中涉密档案 3 盒；录入信息 1200 余条，归档文件资料

1500 余份。 

为进一步规范公文格式，提高公文写作、处理能力，保证公文的报送质量，根据党

政办的工作计划，举办了全所的公文培训，从公文写作的要求、行文规则、公文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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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文书档案的建档与管理、arp 公文模块应用等多方面进行了讲解和演示，特别是

对公文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举例，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具体要求。    

（三）全所重要会议的组织工作 

全年共组织召开所务会议 15 次，共发出 126 个重要决定事项通知，及时向执行单

位传达会议决议。加强沟通协调，为落实会议决定创造条件。组织的其他重要会议还有

全所年度工作计划汇报会、全所工作会议暨职工代表大会、院士座谈会、团拜会等。 

（四）制度建设 

推动全所规章制度清理方面，根据院发展规划局关于开展所级政策规章清理工作

的通知部署，开展全所现有规章的清理和修订工作（2017 年 11 月-2018 年 4 月）。全面

梳理了我所合计 185 项制度，清理过程中确认废止 23 项，多项制度进一步更新。 

2018 年，全所新发规章制度 33 项，加强了制度出台前的程序审核，与起草单位沟

通，对规章的正确拟写提出建议，颁发后及时上网，以利监督执行（督促各部门更新网

站信息、明确职责分工） 

部门制度建设方面：制订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高能所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实施细则等规章，调研起草高能所合同管理实施细则、高能所印章管理办法等，

梳理办事流程。 

（五）秘书工作 

起草、通稿一系列重要报告和文件，完成所领导部分报告的起草，编辑印发所行政

版年报；完成区年鉴、院年鉴材料的编写和上报；做好院士和所领导的服务性、行政性

工作；做好全所性重要会议及重要来访的接待工作。 

三、宣传工作 

（一）社会媒体宣传的组织与协调 

组织协调重大成果、重要进展、重点事件的集中采访和拍摄 7 次，接待社会媒体记

者采访及协调拍摄 50 余次，发挥主流社会媒体优势，原创报道（不含转载）高能所科

技成果、信息动态 260 余篇，扩大社会影响。央视新闻联播栏目发布的涉及我所的报道

有《国之重器 我国首台散裂中子源建成》、《我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投入使

用》等 5 篇。 

（二）多平台联动推进网络宣传工作 

所网站年浏览量超过 2000 万，访问者超 155 万，微博、微信两微粉丝近 13W。做

好网站建设与规范运行。配合配合研究所重要活动的开展制作所网站大专题 4 个，组

织网站管理员、责任人签署“高能所网站账户管理保密责任承诺书”，继续做好所网站

的日常更新与维护，所网站页面浏览量在中科院排名第 8 名。 

进一步推进新媒体内容建设。坚持以塑造高能所良好社会形象重点加强内容采编，

推进对研究所科研进展、重要事件、科技人物精神的宣传。如，CEPC 概念设计报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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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高能所庆祝 BEPCII 对撞亮度达到 1×10^33/cm^2/s、中国首台散裂中子源建成等。

坚持推进所原创科普作品创作。组织原创科普作品、国外科普作品翻译共 43 篇，涉及

7 个支部、2 位退休职工。坚持聚焦所高端科普活动，采编科学公开课，助力研究所科

普活动。本年度微信七日阅读量 1w+的作品 10 篇，90%与我所直接相关，为所内原创

发布；微博单篇阅读量 10w+的作品 26 篇，60%与我所直接相关。 

（三）稳步推进政务信息工作 

年度报送政务信息稿件 21 篇。2018 年，我所入选中科院政务信息选题咨询专家

组。 

（四）规范推进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 

处理与督办公民信息公开申请 1 件，优化信息公开在线申请渠道，做好信息公开

网站栏目规范化管理。编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信息公开工作 2017 年年度报告》。 

（五）监测重点网站热点事件的舆情信息，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与主要负

责人沟通。 

（六）参加所重大活动的组织。 

1. 国际评估，统筹国际评估报告中文版，组织协调宣传折页、宣传册设计印制，

负责起草王贻芳所长大会报告。 

2. 整体策划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纪念活动。负责媒体邀请、接待，协调制作纪念网

站，统筹会场氛围布置工作，以及纪念品、视频拍摄制作等。 

四、档案工作 

2018 年，档案室既妥善落实了结题之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档案专项验收工作，还

对正在实施中的重大建设项目保持全过程跟踪建档管理，二期进馆及数字档案室建设

工作也按计划推进中。  

（一）妥善落实已结题重大工程建设的建档专项验收检查工作 

基于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CSNS）、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的建

设周期长、涉及单位及人员多、建档管理复杂，档案室在前期制定 CSNS、HEPS-TF 档

案管理实施细则的基础上，实施了长达数年的同步跟踪预立卷；在后期整理立卷阶段，

与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密切配合，精诚协作，历时半年，分别完成了 4366 卷

和 1034 卷的建档立卷任务，两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圆满、顺利通过档案专项验收。 

（二）有序开展正在实施中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同步建档跟踪管理 

2018 年，我所承担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工程（JUNO）、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工程

（LHAASO）、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PAPS）、DCWX、HXMT、十二五

重大基建项目-高能多学科研究实验平台或正处于建设实施阶段或已接近尾声，为了确

保此类重大建设项目的建档工作有序开展，档案室与相关工程办密切配合，针对任务书

及初步设计报告所涉的具体建设内容，制定了各专项建档管理实施细则，拟定了建档分

类方案，界定了归档材料收集范围，理顺了建档管理流程，为各专项建档工作的顺利开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200 - 

 

展奠定了基础。 

（三）推行同步预立卷，为科研技术人员减轻后期建档负担 

由于科研项目/课题自立项、启动实施、到结题、竣工验收历时数载，而建档是对

过去几年归档材料的收集、鉴定、整理与立卷，为了避免有价值归档材料的遗失，也为

了避免科研技术人员后期建档的诸多负担，档案室一年来继续执行预立卷制度，妥善收

集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购置或研制设备类文件材料并完成预立卷。值得一提的是，预

立卷不仅解决了后期建档问题，其材料的完整性，也为不同部门、不同来源的财务审计、

质量审查提供了翔实的文件材料。 

（四）数字档案室建设与二期进馆工作按计划推进 

为了顺应数字化发展及管理的需求，2018 年，档案室完成了在线电子文件数据流

的初步梳理，在调研上海中信、量子伟业、清华紫光的基础上与计算中心进行了建设计

划与步骤的讨论，提出了可能的技术方案。 

二期进馆工作涉及 1981-1990 年共 2495 卷科技、文书档案，2018 年，聘请相关领

导技术 6 名专家完成了鉴定工作，鉴定后进馆文书档案 290 卷、科技档案 770 卷。2019

年，二期进馆工作尚需开展再分类、再整理、再编目及数字化工作。 

（五）按常规开展档案查借阅服务利用及业务培训工作 

2018 年，档案室共接待 257 人次，1121 卷，16815 件的查借阅服务利用。 

共组织 5 次共约 500 人次档案业务专项培训，兄弟单位间档案工作交流近百人次。 

五、纪监审工作 

（一）加强理论学习  

纪监审干部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集体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关于深化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党内法规。 

（二）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督 

在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中主动发挥作用，在全面、逐级签订个性化责任书

基础上，重点对个别责任人变动的，及时督促重新签订责任书。从日常监督着手，建立

了纪监审监督执纪台账，加强对大科学工程重点项目招标、干部选拔任用、职称评聘、

招收研究生等领域的监督。《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中层领导人员选拔聘用和管理实施办法》

修订后，根据文件的重点内容确定检查范围，前往人资处检查文件的落实情况。认真执

行《高能所关于上交礼品(礼金)的处理办法》，对干部职工上交的礼品（礼金）进行登

记，经请示后进行相应的处理。重视异地大科学工程的廉政建设，前往中国散裂中子源、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开展纪检工作指导。 

加强内部审计监督，2018 年共完成 80 个科研课题的专项审计，涉及经费总额约 3.5

亿元；完成 2 位中层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完成零星基建项目结算审核 8 项，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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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2778.9 万元，核减金额 233.53 万元，完成中国散裂中子源、多学科实验平台两个

建设项目中基建工程的结算，涉及金额 10.6 亿元，结算核减金额 1.82 亿元；配合完成

国家审计署、财政部专员办、科技部政策司等 6 家单位的审计监督检查工作，针对国家

审计署审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我所积极落实整改，持续跟踪、督促有关部门整改，现

已全部整改完毕；另完成 2017 年度党费审计的复核工作。 

（三）在督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主动发挥作用 

制定《高能所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细则》，督促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入改进工作作风。按照上级部署，完成了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高能所差旅费管理的自查自纠工作。推动相关部门制定公务接待、

公务用车等管理规定。 

（四）以宣传教育为基础，营造廉洁氛围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律教育，围绕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廉政提醒，组织召开警示教

育报告会，购买了《条例》下发基层党组织，结合院所违纪违法案例到支部开展警示教

育。  

（五）按要求组织开展执纪审查工作 

2018 年共处理 18 封信访件，除 1 件正在核查中，其余信访件均已了结。对于业务

外的信访件，我们也督促相关部门改善管理，如推动医务室落实工作时间停诊公示制

度。所把好干部职工的廉政鉴定意见审核关，2018 年为干部提任、评优评奖出具廉政

鉴定意见 102 份。  

六、群团工作 

（一）做好统战工作 

做好统战人员信息和数据维护，配合京区统战部完成相关推荐和申报工作。 

（二）职代会与工会 

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积极参与民主管理。做好职代会提案工作，2018 年度确定了

26 条提案和 20 条合理化建议，召开了 10 次常委会，对于人资处要求征集的意见的七

项管理办法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意见。 

积极推动落实 3H 工程，解决 44 名职工子女入学、转学问题。继续开展野外台站

慰问工作，继续做好职工、骨干休养工作。修建体育设施，改造我所篮球场、排球场、

网球场。举办了我所第十届职工运动会，选送“科学的春天”40 年参赛作品，举办了

首届中科院“心理健康嘉年华”。 

（三）青年团工作 

组织团学工作研讨会，青年成长论坛及五四青年周活动；开展了优秀团支部事迹宣

传，表彰优秀促创新；开展了一系列文体活动如“无尽无极”羽毛球比赛、“环 IHEP 竞

速赛”以及“中秋月儿圆”之欢乐一家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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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委会工作 

首次组织召开了女科学家成长论坛，会议邀请中国物理学会女物理工作者委员会

委员隋曼龄就女性物理学家历史机遇和成就等方面作了交流。组织开展“巾帼建功”先

进集体和个人评选，完成了“梦想助力腾飞 科院巾帼建功”微视频拍摄并上报。此外，

妇委会组织的“三八”节趣味活动，亲子义卖、扶贫助学等活动也赢得了广大妇女工作

者的认同和支持。 

七、外事工作 

2018 年度，外事工作稳步开展。 

（一）护签机要工作 

2018年我所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人员达到 1300余人次（其中包含赴台人次 68人）；

来访总人数达到 700 余人次。办理护照（含港澳通行证）169 本； 有效期内护照（含

港澳通行证）897 本； 收借护照（含港澳通行证）1038 次（去年 855 次、前年 285 次）； 

完成合作局因公护照检查，全部合规；完成外交部注销护照自查任务； 完成涉密人员

出国行前、行后教育单、承诺书 51 份；签证办理方面完成办理出入境证明新加坡 5 个、

越南 5 个、澳大利亚 15 个；完成了近 857 人次签证材料的审核；打印 1258 张纸质批

件用于存档； 完成了电子版批件 629 份批件的处理。 为请进外宾发放印刷版纸质《被

授权签证邀请函》36 份，纸质《高能所邀请函》736 份，协助 772 位外宾申请签证访问

高能所。 

为 550 余个团组进行了事前公示、政审备案、出访预算，公示审核和核销表打印。

机要通信方面保证准确无误及时送取。 

（二）国际会议与外事重要代表团接待 

2018 年度，外事主要参与了三个国际大会的筹办工作，其中最大的规模为近 400

多人，圆满完成了会议的举办工作，他们分别是：第 29 届国际直线加速器会议

（LINAC2018）友谊宾馆；第九届同步辐射生物医学应用会议；第三届亚太合作天体物

理国际研讨会暨慧眼卫星发射一周年学术会议；2018 年共接待 7 个外国重要代表团，

外事负责代表团联系接洽，参观安排等一系列相关事宜。 

（三）外事项目管理 

外事办负责中科院国际人才交流计划 5 类项目的申报、执行、管理等一系列相关

工作，本年度通过该计划申报请进专家 29 人。 

国家外国专家局引智计划，本年度顺利执行项目资金 50 万元，请进外宾约 50 人。

向国家外专局申请 2018 年该项目配套资金 50 万元。 

国家外国专家局外专千人计划长期项目，本年度顺利执行科研经费 226.16 万元、

到账工薪补助 60 万元，累计执行科研经费 290.16 万元，到账工薪补助 120 万元。并向

国家外专局申请 2018 年科研经费补助 109.84 万元，工薪核销 60 万元。 

（四）境外宣传工作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203 - 

 

2018 年度全院境外宣传总体情况排名，高能所继续保持全院第二。全网共完成 569

篇文档的发布，包括新闻，讲座通知，招聘通知，境外媒体对高能所的报道等；其中科

研进展新闻发布 55 篇；推送院英文主站 54 篇，发布 41 篇；与往年发布数量持平。 

外事办与宣传办公室联合举办全球粒子物理摄影大赛中国区比赛，共收到了来自

12 位参赛选手提交的 206 幅摄影作品。针对 CEPC 概念设计报告发布，筹划境外宣传

活动，美国三大周刊之一的《新闻周刊》，Nature 杂志，Science 杂志，Physics World 等

10 余家来自欧美，印度，伊朗的媒体报道了 CEPC CDR 的发布。 

八、保密工作 

2018 年，我所保密工作稳扎稳打，有效落实，全年全所未发生失泄密事件。 

根据三级资质的要求，结合我所工作具体情况，修订了《高能所保密管理办法》（3.2

版），并坚持使用小版块的形式，便于学习、查找和落实，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确

保将保密工作的要求融入业务制度和日常管理中，切实促进了保密与业务的相融合。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保密教育工作愈显重要。本年度共组织保密教育培训 5 次，计

250 余人次。对全所职工和学生进行保密基本知识的普及，对涉密人员则开展全面学习，

解析《新标准》和《评分标准》，为资格认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家秘密载体制作、收发、传递、复制、使用、保存等符合保密管理规定，形成闭

环管理。其中，涉密载体全部集中制作输出，共计 339 份纸质材料和 37 张光盘，全部

分类编号登记在册；组织涉密和内部，以及不宜公开的材料、载体等销毁两次，分别在

4 月和 10 月，总重量超 3300 公斤。 

除每年度开展的两次全所性保密检查外，今年 3 月和 4 月还开展了互联网计算机

的专项检查，特别是非密人员上网机的检查，共检查 250 台非涉密上网计算机和便携

式笔记本。 

2018 年上半年，完成保密工作档案的整理，形成 6 卷 69 册 80 个档案盒，完成粒

子天体中心和核技术应用中心两轮互联网信息设备和存储设备的台帐整理。2018 年 4

月 27 日，向院里提交申请书。7 月 13 日，完成院内审查。9 月初整改结束后，向北京

市国家保密局两次提交申请书。 

年底，院保密处和院网络中心对我所隔离网接入节点的整体使用情况进行了年度

抽查，成功通过测评。 

 

（撰稿人：李雪、贾英华、王晨芳、王勇涛、李颖、潘倩、王晓月  审稿人：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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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人力资源处工作总结 

 

人力资源处在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密围绕引进高层次人才为核心任务，

深化管理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质量，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各项重点

工作任务。 

一、高效率完成重点日常工作 

（一）人才引进与培养取得新进展 

1. 搭建引才引智渠道拓展引进高层次人才  

2018 年在英国物理学会 IOP 旗下杂志、网站发布招聘启事，拍摄招聘视频。积极

与相关领域的人才长期保持信息联系，关注高层次人才动向；调研人才公寓、周转房

政策，协助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免税、申报配天研究员奖等；经过一年的努力为我

所引进百人计划学术帅才(A 类)入选者 2 人、青年俊才 4 人。 

2. 人才项目获批再突破 

2018 年首次入选万人计划创新团队 1 组（团队负责人入选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首

次入选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入选青促会优秀会员 1 人。 

3. 青年人才培养取得良好效果 

（1）制定“青年人才提升计划”并落实政策，包括《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青年

人才提升计划》，《高能所特聘青年研究员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8〕192 号），《高

能所博士后管理工作细则》（高发人字〔2018〕181 号），《高能所职工继续教育与培训

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8〕182 号）。 

（2）高能所优秀青年人才基金获得者新增 15 人 。 

（二）组织完成所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等重大会议活动 

所领导班子取消了届中考核，增加了年度考核。具体包括制定考核方案，核准参会

名单以及提供人员信息，发布相关通知，会务准备材料核准、会议现场，最后上报领导

班子工作总结等事务。 

2018 年 2 月 5 日，首次组办了 2017 年度领导班子考核暨职大会，参会人员范围包

括现任领导班子成员、退出现职保留局级待遇人员、中层领导干部、正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职代会常委、各党支部书记，百人计划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等，共有 265 人参会。 

人力资源处有条不紊地完成了会议材料准备、会务组织、民主谈话等，提供了分院

要求的各类人才工作材料、所长报告中队伍建设情况，准备了四种考核组成员材料、六

种选票，组织各类人员 80 余人进行民主谈话，400 余人参会。 

（三）加强中层干部队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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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有中层干部 55 人，其中，科研部门 25 人，管理部门 25 人，支撑部门 5 人。

组织完成中层干部试用期满考核 7 人次，新招聘中层干部 1 人，启动 5 个中层干部岗

位招聘，保证了所执行层面中坚力量的稳定与充实。 

完成所局级领导兼职统计工作 2 人，重新报备、审批 31 项，清退 1 项；上报审批

表 19 份，兼职证明 6 份，请示函 19 份。 

配合党委完成组织人事相关工作，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选举，干部考察、信息核

对、报表及兼职监察员等。 

（四）招聘管理 

1. 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宣传、面试甄选 

严把进人关，严格执行“按需设岗、按岗聘用”，提高所里对人才队伍的整体规划，

在编岗位的需求均需经过所务会审核。 

北京落实在编岗位 40个，东莞分部事业在编岗位 20个。通过对全国 985、211高

校为主的学校就业信息网、中科院招聘网、智联招聘、人资处的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

了招聘启事，拓宽了招聘渠道；以北京为主，重点城市为辅，参加了 7场招聘会；组织

面试 30余场，组织面 100余人，面试通过人数 30余人，继续对“人才测评”工具进行

了广泛使用，为面试评委提供科学、客观的甄选依据。 

东莞分部：从招聘引才方面，2018 年新引才 13 人（职工 8 人，博后 5 人），其中

通过 IHEP优才计划引进人员为 1人。 

2. 招聘调配工作 

2018 年 7 月，人资处组织举办了 2018 年新职工约 20 余人的集中报到，进一步完

善和优化报到流程，一站式服务保证了集中报到工作顺利高效的完成。 

留学回国人员派遣及落户是引进人才能够安居乐业的基础，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

的一项职工福利。办理完成上报 2 位留学回国人员的留学派遣及落户手续；受理上报

夫妻两地分居 10 人次；办理人员内部调动 53 人次；办理人员调出手续 23 人次。 

（五）博士后管理 

2018 年将博士后工作调整至人资处管理。目前有 101 人在站，其中外籍 23 人；今

年进站 36 人，出站 32 人，延期 21 人，留所 4 人。  

1.获得资助：获得博士后面上资助、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国际交流与派出计划、

国际人才计划-国际博士后项目等资助 14 人。  

2.发表论文： 国际性会议 7 篇，全国性会议 1 篇，刊物 12 篇，SCI 8 篇。 

3.经费统计：国家 64 万元，科学院 228 万元，联合 4 万元，交流 40 万元，基金

56 万元，总计 392 万元。 

（六）合同管理 

完成各种协议种类的签订，主要包括以下：入所时签订：1）承诺书一式一份，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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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同一式三份，知识产权协议一式两份，职业病危害告知书一式三份；2）合同履行

中签订：聘用合同续签书一式三份，聘用合同变更书一式三份，优秀青年人才基金一式

三份。 

2018 年合同签订与协议管理工作完成如下：1）在编人员：新签人数 39 人，续签

人数 262 人，终止合同人数 23 人； 2）流动人员：返聘 76 人，劳务派遣 59 人，外聘 

18 人，三元 42 人，顾问 11 人。 

（七）薪酬管理 

围绕人力资源总体战略规划和薪酬体系不断完善，认真履行各项工作职责与权限

职能，完成全所各类人员 2800 余人的工资发放。  

1）人员与工资兑现：7 月份全所统一调整年度绩效；离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

和补贴；核查退休职工档案百余卷；落实院士退休制度，顺利完成 3 名院士退休工作； 

适当延长高级专家的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 37 人；月度工资发放 107 人；岗位聘用

工资兑现 325 人；兑现 2017 年岗位聘任 194 人补发 23 万；兑现 2018 年岗位聘任 56

人补发 6 万；年中考核部门岗贴调整 1158 人次发放 756 万；完成项目、外聘、劳务派

遣、返聘人员的工资发放。  

2）工资统计表上报情况：协同科技处、财务处对课题支出情况进行成本核算和课

题分摊，上报七种类型的统计表。 

（八）保险管理 

学习新颁布养老保险政策法规，做好养老保险宣传解释工作。 在编职工（包括东

莞分部）基本养老保险费从 2018 年 6 月起按月从职工工资中实扣实缴，不再预扣职工

的养老保险个人缴费；从 2018 年 6 月起退休工资由“央保中心”和“高能所”两个渠

道发放；完成工资项拆分，退休人员养老金调待，业务咨询等解释工作。 

办理企业社保：1）新参保 42 人；2）恢复缴费 5 人；3）退休 42 人；4）中断缴费

25 人；5）待遇暂停 32 人；6）信息变动 119 人。 

办理中央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事务：1）一月核对姓名和帐户，以及退休中人的待遇、

工作年限的查档核对确认；2）三月保险基数计算与申报；3）五月事业养老保险征缴

1330 人 520 万元，退休人员待遇发放 1246 人 876 万元；4）职业年金协议签定备案 ，

职业年金帐户提交；5）发放在编及退休人员事业养老保险宣传材料，每人 3 册共 7000

余册 。 

（九）档案管理 

完成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为入党政审、党组织关系核查提供 45 人档案；

提供继承公证亲属关系证明 77 份；档案信息核实提供利用 292 人次；完成 10 位处级

干部任前档案审核；完成处内业务文件建档 88 卷。 

接收并审核新职工档案 41 卷；散材料入个人档案 7000 余份；转出人事档案 20 卷；

接待档案查询及提供档案信息 292 人次；涉及职工因私出境所需各项手续 1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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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院要求做好 80 位报备人员 98 本证件管理。 

(十) 福利工作 

召集工伤、福利小组会议，起草、兑现落实会议决定；开展春节慰问、送温暖活动；

全年困难补助 70 人，补助金额 37.4 万元；对职工亡故后丧葬费、抚恤金的核算及补发

38 人 670 万元；发放遗属生活补助费 20 人 23.5 万元；发放采暖、物业、住房、交通等

福利补贴 2500 余人 1000 万元；按月发放课题绩效（劳务费）3532 人次 708 万元。 

（十一）职工继续教育与培训 

2018 年根据所内要求，将职工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调整至人资处管理。今年重点

完成举办创新论坛-精品培训品牌；举办部门业务培训班，夯实基础管理工作的执行质

量和效率；重视骨干人才培训和培养；举办多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实现了 156.9%的

骨干人才完训率，职工培训计划执行率 100%。还围绕科研战略发展、人才规划，制定

了 2019 年培训计划。 

（十二）其他管理 

人事信息管理：维护 ARP 数据 3261 字段，提供所内外数据用途 20 个部门，完善

数据使用约 100 次，完成年度统计工作。 

考勤管理：本年度年休假 262 人次，产假 116 人次，病假 43 人次，事假 43 人次，

因公出国 20 人次，丧假 4 人次，婚假 2 人次。 

流动人员管理：1）外聘管理 22 人，新增 10 人次、续聘 4 人次、离所 8 人次；2）

项目管理 40 人，新增 9 人次；3）返聘人员管理 69 人，新增 20 人次、续聘 27 人次、

终止 16 人次；4）人才派遣管理 59 人，新增 26 人、减员 7 人。 

印章管理：本年度开具各类证明材料种类约有 30 项，盖章超过 1100 多次。 

二、创新文化建设 

（一）加强队伍建设、班子建设  

现有 11 人：博士 3 人，硕士 5 人，专业互补。年轻化、创造力，在职人员中 35 岁

以下占 60% ，学习需求较大。特别是新政策解读方面的专项学习 1069 人次；根据处

内培训计划及人事、劳资、档案各个模块的各种途径学习，完成 100 学时；注重让培训

成果落地，一方面加强处会交流制度，通过月度会议，加强内部交流，提高业务能力(11

次部门会议）；另一方面建立工作落实检查制度，实行闭环管理；修订内部工作手册，

增强内部工作的协调性。 

（二） 党支部、工青妇活动营造积极向上氛围，锻炼年轻骨干的组织

能力 

注重青年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配合党支部、工会、青、妇开展各项文体活动： 1）

提案回复：改善食堂经营管理、会议室管理标准化；2）组织参加文化广场演出；3）组

织游览古北水镇、呀路古热带植物园；4）组织参加三八妇女节活动；5）举办“辞旧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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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春”联欢会；6）组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7）节假日为职工发放慰问品；8）组织

职工运动会、迎春长跑、扑克牌比赛、乒乓球比赛等；9）人教新闻党支部稿件 13 篇；

10）人力资源处新闻稿件 6 篇。 

三、公正办事与廉洁 

1.处长与主管所领导签订《反腐倡廉建设责任书》 

2.组织参观反腐倡廉展览，加强反腐倡廉教育  

3.严格遵守党规党纪  

4.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力求公平、公正、公开  

干部选任、招聘调配、岗位评聘、人才项目等工作坚持网上公示，让全所职工监督；

岗聘、招聘、考核等每项工作要经过资格审核小组、评审组，所务会三级审查；重大人

事制度制订也是经过人事工作小组及职代会讨论通过；重要工作都在所、处网站上公布

公开；严格合同管理，维护研究所及职工的利益。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职工提案 

卫生所人员岗贴、绩效等工资待遇低，建议提高待遇（主要反映外聘人员与外面比

收入低）。 

答复：目前外聘人员工资待遇是参照本所同类在编人员的待遇，具体由用人部门提

出，主管所领导审批。如有特殊要求，可由部门提出，报所务会讨论。 

2.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1）社保缴费与收入 

继 2018 年 6 月养老保险（8%）从月工资中扣缴外，从 2019 年 1 月份开始职业年

金（4%）也从月工资中扣缴，职工月收入压力进一步增大。如何增加月收入，来平抑

掉这些扣款是一个重要问题。 

2）今年申请百人计划的人很多，这是好事。但院里新政策还未出台，整个工作有

些缓慢，要做好解释，不要影响积极性。 

3）招聘压力比较大。面试阶段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最后真来所工作的人数比例较

低。     

五、2019年工作计划 

1. 继续推进制度化建设 

1）青年人才提升计划 

2）修订项目人员管理办法（探讨劳务派遣）  

2. 配合研究部门加大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力度，今年百人计划报名的很多，但正处

在改革期，政策还不明朗。 

3. 组织好招聘工作，本年度招聘的人数较多，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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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落实事业单位社保制度，做好养老保险、职业年金核缴与清算等。 

5. 按照上级要求做好工资改革相关工作。 

 

 

（撰稿人：王月英  审稿人：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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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教育处工作总结 

 

一、 队伍建设 

教育处现有编制人员 5 人。编制人员中，高级工程师 1 人、六级职员 1 人、七级职

员 2 人、八级职员 1 人，具有硕士学历者 5 人，是一支结构合理、团结务实、精干高

效、勇于开拓创新的管理队伍。 

二、 完成任务情况和取得的业绩 

教育处支撑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和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

承担着所内招生、培养、学位、奖助、导师、科教融合与结合等方面的工作。工作内容

形式多、任务重，在所教育工作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指导下，我们圆满完成了各

项任务，并且在吸引优秀本科生源、研究生奖助学金以及学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联合培养本科生计划 

2012 年到 2018 年，高能所先后与 11 所高校签署了联合培养本科生的项目协议，

组办了“钱三强英才班”（山大为“王淦昌班”，南大为“粒子与核物理英才班”），与中

山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签订了本科生实习协议，作为参与单位签署合作协议

2 个。同时面向英才班设立了高能所英才奖学金，接待英才班学生进行暑期科研实践等。

具体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汇总情况详见表 1。 

表 1  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汇总 

项目名称 合作大学 签署协议时间 备注 

钱三强英才班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年 10 月 13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东北大学 2017 年 1 月 10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年 12 月 30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重庆大学物理学院 2016 年 3 月 11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电子科技大学物电学院 2015 年 7 月 9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四川大学核学院 2015 年 7 月 9 日 独立 

粒子与核物理英才

班 
南京大学 2014 年 4 月 30 日 独立 

王淦昌班 山东大学物理学院 2013 年 6 月 13 日 牵头 

钱三强英才班 中科大物理学院 2013 年 6 月 3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西南交大物理学院 2013 年 3 月 15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郑州大学物理学院 2012 年 6 月 8 日 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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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英才班 四川大学物理学院 2012 年 参与 

物理英才班 兰州大学核学院 2012 年 参与 

实习基地 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四川大学物理学院、西南交大物理学院 

 

（二）高能所英才奖学金颁奖 

2018 年英才奖，改变以往在学校选拔奖学金生之后来所里统一颁奖的方式，改为

专家组直接去高校颁奖，并面向所有英才班学生作科学前沿讲座。新的组织方式，面向

的英才班学生更加全面，之后的选拔面试也能有更多英才班的学生参与，提高了英才班

学生面试比例。对于所内参观等活动，则通过建议各英才班通过暑期实习来组织安排。

2018 年已确定的推免生中，英才班高校学生数量高达 34%。 

英才班及英才奖直接向所内输送了大量的优秀生源，也间接影响了合作高校非英

才班的其他同学，在暑期夏令营、九月份推免面试以及最终的全国统考中，来自于合作

高校的学生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高能所大学生夏令营 

2018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高能所成功举办了第六届大学生夏令营，来自全国 50

所高校的近 94 名大学生参加了本届夏令营活动。2018 年高能所夏令营为营员安排了包

括专题讲座、实验室参观、各研究中心招生咨询、导师学生见面会、夏令营晚会以及推

免生意向面试等众多环节，活动形式丰富，展示内容全面。 

夏令营期间安排了优秀大学生选拔面试，为高能所提供了优质生源。本次夏令营共

90 人参加推免生意向面试，拟录取 75 人。 

2018 高能所夏令营在以往的经验上，做了一些补充调整：1、因住宿条件紧张，每

年营员人数均控制在一百人左右，2018 年在教委会进行审核营员的同时做好候补学生

名单确认，在有名额的情况下及时完成补录工作；2、专业放在专业咨询之后填报，学

生能在面试前充分了解所内专业方向。 

（四）科创计划 

从 2015 年开始，高能所开始实施“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以下简

称“科创计划”），主要招收国内高校本科三年级学生，来所内完成一年的科研训练。科

创计划 2018 年“科创计划”收集到 42 个拟支持项目，共有 28 个学生/团队申请。最终

立项 23 项，每项可获得 1-3 万元不等的经费支持。2018 年立项的科创计划及资助额度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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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项目资助情况汇总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学生 
经费 

(万元) 

执行

期  姓名 
职称 

/职务 
姓名 所在高校 项目成员 

人

数 

1 
利用中子散射及中子活化

技术对 PM2.5 组成及物相

的研究 

胡春明 研究员 林静 成都理工大学   1 1.3 
2018.8 

-2019.8 

2 中子谱仪模拟 田浩来 副研究员 彭宇 四川大学 
吕蒙、

Martin 

DOVE 
3 2.3 

2018.8 

-2019.8 
3 

二维材料锂电性能的第一

性原理计算模拟 
王保田 副研究员 酒翔浩 天津大学 

康宇泽、

李望成 3 2 
2018.8 

-2019.8 
4 

微米级高精度中子成像探

测器研究 
周健荣 副研究员 李骑财 成都理工大学   1 1.3 

2018.8 

-2019.8 
5 

微米级高精度中子成像探

测器研究 
周健荣 副研究员 杨文钦 南华大学 

周星、李

翔、罗棱

尹 
4 2.5 

2018.8 

-2019.8 
6 

纳米药物可控合成及性能

调控 
谷战军 研究员 王烨 中国科学院大

学 
杨临溥 2 1.5 

2018.8 

-2019.8 
7 

过渡族金属氧化物的低维

量子相变的界面调制 
王焕华 研究员 董汶蒙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1 1 

2018.8 

-2019.8 
8 

过渡族金属氧化物的低维

量子相变的界面调制 
王焕华 研究员 倪诒豫 吉林大学 卢佶虎 2 1.5 

2018.8 

-2019.8 
9 

基于虚拟仪器的核辐射多

参数测量 
李道武 副研究员 何召庆 成都理工大学   1 1.3 

2018.8 

-2019.8 
10 

核辐射探测技术与仪器基

础实验 
章志明 研究员 何光辉 山东大学   1 1 

2018.8 

-2019.8 
11 

核辐射探测技术与仪器基

础实验 
章志明 研究员 张翔宇 四川大学   1 1.3 

2018.8 

-2019.8 
12 暗物质研究 毕效军 研究员 李嘉泰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1 1 

2018.8 

-2019.8 
13 

CMS 实验上希格斯粒子性

质研究 
陈明水 研究员 董启凡 郑州大学   1 1 

2018.8 

-2019.8 
14 超导探测器技术 李正伟 副研究员 王游方 山东大学   1 1 

2018.8 

-2019.8 
15 

利用我国空间天文望远镜

研究引力波的电磁辐射 
熊少林 副研究员 韩佩杉 西南交通大学 

杨司瑶、

陆泽辉 3 2.3 
2018.8 

-2019.8 
16 宇宙线 张毅 副研究员 侯博文 西南交通大学 罗绍成 2 1.8 

2018.8 

-2019.8 
17 宇宙线 张毅 副研究员 杨帆 山东大学 

王丰、房

家祺 3 2 
2018.8 

-2019.8 
18 

高能电子束打靶次级粒子

实验研究 
安广朋 副研究员 陈思远 黑龙江大学 

蔡逸凡、

张鸿哲 3 2 
2018.8 

-2019.8 

19 
北京谱仪 III 上 Ds 介子

衰变的实验研究 
董燎原 研究员 李振轩 山东大学 

吴天南、

肖建飞、

孙博宁、

陈涛 
5 3 

2018.8 

-2019.8 

20 
暗物质在太阳内部的捕获

和湮灭 
郭万磊 副研究员 秦旭 山东大学   1 1 

2018.8 

-2019.8 
21 

用于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

实验的新型液闪研究 
温良剑 研究员 曹尧齐 兰州大学   1 1.3 

2018.8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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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机器学习在径迹重建的应

用 
张瑶 副研究员 李成辉 山东大学 

王开朴、

岳宗沛、

陈雪纯、

欧凌峰 
5 2.5 

2018.8 

-2019.8 

23 
ATLAS 实验中超对称物理

研究 
庄胥爱 副研究员 胡旭东 山东大学   1 1 

2018.8 

-2019.8 
 

（五）国科大本科生活动 

1. 报告及宣讲 

2018 年 3 月 20 日，王贻芳所长向国科大本科生作了“探索无穷——物质结构和宇

宙”为题的科普报告。 

2018 年 5 月 4 日，面向国科大大三学生作了高能所以及研究生招生的报告，吸引

更多优秀的国科大本科生报考高能所。 

2. 高能物理前沿沙龙 

与国科大本科 1702 班联合开展“高能物理前沿沙龙”活动。每次活动通过对学生

提出所感兴趣的前沿方向，邀请所内该领域优秀的科学家作前沿科学报告，并充分讨

论。2018 年 9 月 8 日，早晨参观 BEPCII 对撞区、天体 3 号厅以及光电倍增管实验室；

晚上举办主题为“冰立方与中微子”的沙龙活动，邀请李玉峰和张昊两位老师参加并作

报告。2018 年 10 月 27 日，组织主题为“超弦理论与相对论”的沙龙活动，邀请常哲

和凌意研究员参加并作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科教融合、共享高能所的科研网络等资源，我们帮助国科大 8 位本

科生办理了所内 Email 及临时门卡，方便学生接收所内创新论坛报告的通知，并使用所

内网络、书籍等资源。 

3. 暑期科研实践活动 

组织国科大 2017 级本科学生的暑期科研实践活动，在 2018 年 8 月 5 日至 9 月 2

日期间，各项目开展时间在 1-2 周。所内共收集到导师拟指导项目 16 项，最终立项 12

项，指导本科生 12 名学生完成实践工作。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本科生提前参与了科研

训练，研究了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方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邢志忠老师指导的宁专

同学，通过两周的实践，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物理与工程》期刊上发表了文章《平面化

的引力波及其振幅的估算》。 

4. 国科大本科应届生“1+4”项目 

2018 年，高能所参与国科大 2015 级应届本科生的“1+4”项目。通过该项目，学

生自愿在参与项目的研究所内选择导师，被导师预录取后，在香港或英国完成一年授课

制硕士学位的学习。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教育部承认）后通过“申请-审核制”方式，

由国科大为该导师匹配额外的博士名额，将学生正式录取为所内博士研究生。 

目前已有 2 名 15 级本科生与所内导师完成双选，后续将完成细节沟通及项目协议

签订事宜。 

（六）招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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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硕士生共招收 120 人，其中学术型硕士 99 人，全日制工程硕士 21 人；博

士生招收共 108 人，其中硕博连读生 75 人，直博生 15 人，统考录取 17 人，留学生 1

人。 

2018 年各类型研究生招收情况分别见表 3、表 4 和表 5。 

 

表 3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录取统计表 

单位 

2018 年学术型硕士生录取统计 

合计 理论 

物理 

粒子物理

与原子核

物理 

凝聚

态物

理 

光

学 

无机 

化学 

生物无

机化学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核技术

及应用 

实验物理中心  17      5 22 

天体物理中心  18      1 19 

理论物理中心 7        7 

计算中心       2  2 

加速器中心  6      9 15 

多学科中心  1 8 2 5 3  1 20 

应用中心  7       7 

东莞分部  3 1     3 7 

录取合计 7 52 9 2 5 3 2 19 99 

 

表 4  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录取统计表 

单位 
2018 年全日制工程硕士录取统计 

合计 
计算机技术 电子与通讯工程 机械工程 

实验物理中心 2 2 1 5 

天体物理中心   3 1 4 

理论室       0 

计算中心 2     2 

加速器中心 1 1   2 

多学科中心 2   2 4 

应用中心 1 2   3 

东莞分部     1 1 

合计 8 8 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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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博士研究生录取统计表 

单位 

2018 博士研究生录取统计 

合

计 光

学 

核技术

及应用 

理论

物理 

粒子物

理与原

子核物

理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生物无

机化学 

无机

化学 

凝聚

态物

理 

实验物理

中心 
  5   23         28 

天体物理

中心 
  2   19         21 

理论室     10           10 

计算中心         3       3 

加速器中

心 
  12   1         13 

多学科中

心 
2         5 5 5 17 

应用中心   1   4         5 

东莞中心   3   8         11 

合计 2 23 10 55 3 5 5 5 108 

注：录取人数中包含两名外籍博士 

2018 年硕士生按录取人数排名前 10 所高校如下：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南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郑州大学。 

争取优质生源一直是我所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重点之一。2018 年我们继续采取多种

形式加强招生宣传。2018 年 4 月至 5 月份，评选高能所英才奖并到高校内宣讲，期间

进行推免生选拔面试，录取推免生 14 人。2018 年 7 月举办全国大学生夏令营，录取推

免生 25 人。夏令营、英才奖颁奖典礼两项活动录取的推免生约占 70%。接收本科生实

习 93 人，较上一年人数翻倍；接待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弘毅班、北京理工大学、南京

大学等学生参观等 544 人。 

（七）导师队伍建设 

2018 年 4 月完成 2019 年上岗导师遴选，共遴选导师 573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56

人，硕士生导师 417 人，博士生副导师聘任 46 人；完成教师系统的信息录入、校验等；

组织北京市教师资格申请（共 17 位教师申请成功）。 

2018 年 11 月 6 日，高能所举办了第九届研究生导师研讨会，所内共有 130 位导师

参与本次会议（东莞分部导师视频参会）。会议邀请了国科大苏刚副校长讲述了国科大

科教融合体制、学院建设，研究生教育、学科评估的整体情况、学校深化科教融合建设

一流大学的各项举措和未来愿景。国科大招办冉盈志主任介绍了国科大本科生及研究

生招生情况，涉及招生指标、录取情况、复试等各个方面。强调了招生工作的重要性，

并以案例的形式对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给出具体的分析。会议同时邀请了北师大欧

勇玲教授、动物所王德华研究员以及高能所邢志忠研究员，向参会导师分享了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的一些体会，提醒大家关注导师和学生双方的心理健康，培养高素质人才。教

育处保增宽以及李苏敏也分别介绍了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工作的一些情况，参会导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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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了讨论，内容涉及如何提高生源质量，吸引目标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名额分配，

宿舍管理，留学生以及选导师等问题，对研究生培养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制定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

见》，完成所内工程硕士企业导师聘任工作。各中心按专业领域聘任企业导师，聘请一

位以上高级职称、来自培养单位或企业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作为企业导师。

各中心企业导师聘请名单见表 6。 

表 6 工程硕士企业导师名单 

序

号 
研究中心 姓名 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 

1 多学科中心 赵崇凌 研究员级高工 机械工程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

学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 

2 核技术中心 王孔钊 高级工程师 
电子与通信工

程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 

有限公司 

3 核技术中心 奚岩 总经理 
生物工程/材

料工程 

上海一影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4 计算中心 丁宇征 研究员 计算机技术 
中船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5 加速器中心 朱立新 
高级工程师

（副教授） 
计算机技术 

爱奇艺智能硬件公

司 

6 东莞分部 吴杰峰 研究员 机械工程 
中科院等离子体所 

研制中心 

（八） 研究生培养工作 

研究生培养工作主要包括学科建设、学籍管理、教学管理、学位管理、奖评管理、

薪酬管理、出国管理等管理工作以及研究生政治思想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1. 学科建设 

教育部将于 2017 年至 2019 年对各高校的学科发展和研究生培养进行合格评估，

各高校需按照一级学科先进行自我合格评估，再参加教育部抽查。教育部要求制定各一

级学科《培养方案》、《学位基本要求》、《评估方案》。高能所作为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科牵头单位以及其他三个一级学科参与单位，积极开展相关工作。高能所已经完成了物

理学、计算机、电子与通信工程、核科学与技术学科的评估：1. 物理学学科评估完成

评估简表（98 页）、总结报告（23 页），得到 90.77 分，在 19 家物理学学科评估单位中

排名第 3；2. 计算机学科评估完成简表（17 页）、总结报告（13 页），评估得到 80.31

分，在 19 家评估单位中排名第 9；3.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科评估完成评估简表（14 页）、

总结报告（18 页），得到 83.17 分；4. 核科学与技术学科评估完成评估简表（34 页）、

总结报告（17 页），得到 91.6 分。 

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及学科评估专家意见，所内工程硕士专业主动撤销动力工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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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核技术工程、材料工程、化学工程，保留计算机技术、电子与通信工程、机械工程

专业。 

2. 学籍管理 

2018-2019 学年在学研究生共 631 人，其中博士生 380 人（外国留学生 7 人），硕

士生 251 人。表 7 给出了按年级、研究室及专业分布的统计情况。 

表 7  在学研究生情况统计表 

a. 按年级分类 

年级 

统分生 在职生 定向生 
留学

生 
小计 

合计 
工

程

硕

士 

硕

士 

博

士 

硕

士 

博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博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2013 级     8                 8 8 

2014 级     16   2             18 18 

2015 级     40   5     1 1     47 47 

2016 级 18 7 85   9       3 18 7 97 122 

2017 级 19 87 89   11       2 19 87 102 208 

2018 级 21 99 97   10       1 21 99 108 228 

总计 58 193 335 0 37 0 0 1 7 58 193 380 631 
 

b. 按研究室分类 

单位 

统分生 在职生 定向生 
留学

生 
小计 

合计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硕

士 

博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博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实验物

理中心 
12 43 81   4       3 12 43 88 143 

粒子天

体中心 
12 37 58   7       2 12 37 67 116 

理论物

理室 
  14 36           2   14 38 52 

计算中

心 
4 4 7   2         4 4 9 17 

加速器

中心 
8 27 39   9     1   8 27 49 84 

多学科

中心 
12 39 77   3         12 39 80 131 

核技术

应用中

心 

7 13 18   5         7 13 23 43 

东莞 

分部 
3 16 19   7         3 16 26 45 

总计 58 193 335 0 37 0 0 1 7 58 193 380 631 
 

c. 按专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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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统分生 在职生 定向生 

留

学

生 

小计 

合计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硕

士 

博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博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理论物理   14 36           2   14 38 52 

粒子物理

与原子核

物理 

  98 157   12       5   98 174 272 

凝聚态物

理 
  20 34   1           20 35 55 

光学   5 7               5 7 12 

核技术及

应用 
  38 59   20     1     38 80 118 

生物无机

化学 
  6 15   1           6 16 22 

无机化学   8 20   1           8 21 29 

计算机应

用技术 
  4 7   2           4 9 13 

材料工程 3                 3     3 

电子与通

信工程 
26                 26     26 

计算机技

术 
17                 17     17 

机械工程 12                 12     12 

总计 58 193 335 0 37 0 0 1 7 58 193 380 631 

我们还完成了新生报到（包括体检、办理户口、学生证、医疗证、图书证、电子注

册等）、在学研究生年度注册、信息校验的工作，完成了休学、复学、博转硕、退学、

转导师等学籍管理工作。 

3. 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方面完成了如下工作：聘任教师；指导学生选课；组织博士专业课口试，

英语和政治课的报名；组织博士专业课命题 12 门、考试、成绩汇总、酬金发放；汇总

博士毕业生成绩单并归档；核算上缴研究生培养费，处理重修、退课等；教师节慰问；

组办所长奖学金颁奖大会暨新年联欢会。 

国科大加大科教融合力度，院所融合共建和谐校园。高能所承办近代物理系，下设

粒子物理理论教研室、粒子物理实验教研室和核技术三个教研室。2018 年，近物系共

有 32 门课程，研究生专业课 17 门、前沿讲座 2 系列共 14 讲，本科生课程 15 门。近

代物理系截止到 2018 年底，共聘任岗位教师 89 人，本科生学业导师 47 人。 

高能所还作为牵头单位之一，承办了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核学院于 2017 年

11 月 19 日正式成立。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共由 9 个教研室组成，高能所牵头负责其中的

粒子物理、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中子科学与技术、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 4 个教研室，并

参与光子科学与技术、辐射物理与核医学、加速器物理与技术 3 个教研室的工作。2018-

2019 学年秋季学期，开设专业课 15 门，前沿讲座 1 个系列共 6 讲。 

4. 学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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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管理方面完成如下工作：布置、检查开题报告，组织中期考核（共 111 人参加

考评，其中博士 84，硕士 27 人）；召开研究生学位申请交流会、答辩秘书交流会；组

织论文答辩（120 人）、受理学位申请（118 人）；20 位博士、2 位硕士参加匿名评审。

向国家图书馆、院文献情报中心及所图书馆报送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摘要电子版收集汇

总；发放专家劳务酬金；组织导师、学生参加学位授予仪式。 

5. 奖评管理 

2018 年研究生、教师的各种奖项汇总于表 8 至表 11。 

表 8  研究生获院级以上奖情况 

奖项名称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1 2 2 1 1 

中国科学院院长奖 
特别奖（50） 1 1 1 1 0 1 

优秀奖（300） 2 3 3 2 4 2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5 4 5 5 5 4 

中国科学院优秀学

生 

三好学生 88 82 71 71 66 65 

三好学生标兵 5 5 4 4 4 4 

优秀学生干部 11 11 9 9 9 9 

优秀毕业生 5 4 5 5 5 4 

国家奖学金 15 14 14 13 13 14 

学业奖学金 547 506 484  350 181    

国家助学金 548 522 500 566   

 

表 9 研究生获资助情况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人数 获奖人 

1 国家留学基金联培 10  

2 中科院国际联培 4  

3 国际会议资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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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所长奖学金获奖情况 

部门 
博士 硕士 

合计 
优秀奖  表彰奖 优秀奖 表彰奖 

东莞分部 0 0 0 1 1 

多学科中心 4 6 1 0 11 

核技术应用中心 2 1 0 1 4 

计算中心 1 0 0 1 2 

加速器中心 2 4 2 0 8 

理论室 2 3 0 0 5 

粒子天体中心 2 3 1 1 7 

实验物理中心 4 5 0 1 10 

合计 17 22 4 5 48 

 

表 11  教师获奖情况 

奖项名称 获奖人数 获奖人 

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2 凌意、王宝义 

中国科学院大学李佩教师奉献奖—优秀教师奖 1 吕才典 

 

6. 研究生政治思想及心理健康教育 

我所十分重视研究生的政治思想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党委亲自抓，从党办、到各

个研究中心都配备了政治辅导员，教育处也配合完成了如下工作：召开学生干部会议，

支持研究生会和团委组织的各项活动。 

7. 其它方面的管理 

除上述管理工作之外，还有如下几个重要的工作：薪酬管理（包括研究生、博士后

的工资、岗贴、课题津贴、食堂补、医疗费、劳务，房租、房补等的核算与发放，客座

学生的食堂补等的发放）、导师上缴教育经费的核算、研究生出国、结婚、生育、购房、

各种证件、各种证明的办理、各种文件管理。 

2019 年 7 月，所内将对学生三公寓进行整体装修，教育处配合房产办完成学生宿

舍的调整工作。该项工作多部门管理，协调难度较大；又因宿舍条件不一致并且学生的

作息习惯差别大等，工作推进难度也很大。在三公寓装修前协调好各种关系，维持学生

群体稳定，是教育处 2018 年的重点工作之一。面向不同群体，教育处已完成表 12 中

的工作内容，后续将继续推进多方的沟通，完成宿舍调整工作。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221 - 

 

表 12 学生宿舍调整沟通内容 

对

象 
内容 备注 

学

生 

1、针对三公寓装修，8 月份组织各班班长、学生代表召开学生住宿

意见征求会，会议纪要发全体学生知晓，并积极协调，促进意见反

馈； 

2、针对 20 号公寓统一安装空调，与学生代表商量解决方案； 

3、针对共有产权房建设期间噪音扰民，与项目人员沟通，并协调

学生调换远离噪音源房间。 

宿舍调换：20 多人

次 

报修协调：约 10人

次 

水电充值：2 次 

行

政

处 

1、主动了解三公寓装修方案、学生住宿调整方案等，协调将三公

寓装修意见反馈给学生； 

2、积极沟通解决有关调换宿舍、报修、网络、水电充值、噪音等各

种问题； 

3、沟通做好三公寓装修前各项准备工作。 

 

其

他

部

门 

1、与计算中心、国科大网络中心沟通解决三公寓网络问题； 

2、与共有产权房项目人员了解西边噪音有关情况。 
 

（九） 研究生毕业就业 

2018 年研究生毕业人数 120 人，就业率为 99％，派遣率为 99%。教育处负责办理

了毕业就业相关手续，寄送了档案材料。另外，根据目前的就业形式，我们组办了毕业

就业辅导讲座，在教育处网页上及时公布我们所掌握的就业信息；同时，我们将当年度

的毕业生信息发布到教育处的网页上，以便其他单位到我们所招聘人才。组织毕业生统

一采集数码照片；组办毕业典礼。 

（十） 外国留学生 

截止到 2018 年底，所内共培养外籍博士研究生 7 人。教育处完成国际学生入学申

请及奖学金工作，2018 年有 1 名国际学生申请到 CAS-TWAS 奖学金；完成 2018 年国

际学生（包括通过国科大入学的外籍博后）的 VISA 延期及保险续保工作；完成国际学

生的各类奖评工作，其中理论室刘峻豪获得 2017 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港澳台侨学生奖学

金三等奖（国科大最高奖项为三等奖，名额 1 人）；通过国科大高级进修生项目，招收

外籍博后。 

（十一）联合培养研究生及客座学生 

2018 年底，在所联合培养研究生 238 人，教育处负责对联陪学生和客座学生进行

备案，完成联培学生在所培养期间的信息管理工作。教育处继续优化 hrms 系统中联合

培养研究生的管理模块，逐步实现联培生的分级分块信息化管理。 

（十二）档案工作 

每年 8-9 月份，有毕业生 100 人左右，需要归档寄出；有新生 100 多人，需要建

档。即在 2 个月时间内，必须高效、规范、准确完成 300 多人的 4000 多份材料的审核、

整理、转寄、新建工作。 流动量很大，时间紧、准确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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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共归档/转寄/新建档案材料 6000 余份，并完成研究生的出国政审、档案借

阅、档案查询工作等。严格执行档案材料交接确认手续。做到交接双方核实每份材料并

签字。 

（十三） 维护教育处网站 

及时更新、维护教育处外网和内网，网站是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也是所内师生交

流的重要渠道，2018 年发布政策法规、通知公告等近百篇，帮助广大学生和导师提高

了办事效率。 

三、 制度建设 

2018 年教育处印发《高能所所长奖学金条例》（高发教字〔2018〕56 号），增加了

获得所长奖学生的奖金（2500 元-10000 元不等），调整了学生的获奖比例，并增加如下

规定：1、获国奖的博士及硕士自动获优秀奖学金称号，但不享受奖金奖励；2、未按期

开题者不评奖；在职生原则上不评奖；3、因自身原因更改入学时培养协议的研究生不

参与评奖。 

四、 创新文化建设 

我们注重部门文化建设，自主开发动态网站，收集博士生导师招生考试科目信息、

导师研讨会报名信息等，提高收集信息的效率。搭建硕士考生调剂系统，，方便招收更

多优质生源。 

积极配合党支部和工、青、妇工作，和谐、敬业、高效是我们的建设目标。与学位

评定委员会和教育工作委员会协同工作，召开多次两委会议（包括主任会议）；举办毕

业典礼暨优秀毕业生颁奖、所长奖学金颁奖暨新年联欢会、高能所英才奖学金颁奖等活

动；为毕业生举办毕业就业指导会议；组织研究生招生复试：硕士 4 批，博士 1 批；组

织研究生中期考核、博士后中期考核及年终考核；组织了 2018 年高能所夏令营；及时

报道各项活动情况，撰写新闻稿件、支部稿件；支持学生会组办五四青年周、新年联欢

会等活动；关心学生生活、积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化解因住宿调整产生的矛盾，维护

学生工作和生活的稳定。  

五、 工作计划 

研究生指标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可通过核学院申请增加招生指标，扩大联

合培养学生和留学生规模，鼓励已录取的推免生提前入所等方式缓解矛盾。通过各种方

式提高生源质量。继续办好现有英才班，举办英才班高校研讨会；继续举办夏令营，增

加夏令营批次，扩大规模，向一流高校倾斜；启用科创实践中心，加强国科大本科生的

相关活动；通过优秀新生奖学金吸引优秀学生。做好科教融合的课程建设、教学研讨等

各项工作。与其他部门协调学生住宿资源，做好学生的宿舍调整方案及学生思想工作。 

（撰稿人：柯笑晗  审稿人：保增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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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科研计划处工作总结 

 

一、工作任务整体完成情况 

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机制，特别注重推动项目申请和经费管理的优化；

完善质量、保密、知识产权等保障体系；协助完成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国家验收工作；顺

利配合完成国家审计署审计工作；在所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做好全所战略规划与学术管

理；做好包括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国家项目经费计划管理；落实大装置

运行费（BEPCII、DYB、CSNS）、先导专项经费等各项经费管理。执行空间项目、阿

里项目管理。 

二、日常工作完成情况 

（一）科研规划管理 

1．战略规划管理 

在所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结合“十三五”规划进展，精心制定 2018 年发展战略研

讨会日程，布置、落实报告及组织会务，组织对报告的评议，编写总结报告。完成所“十

三五”期间“一五七”规划实施中期自评估，提供院重大突破“粒子物理的新发现和研

究”中期评估材料，拟被前沿局推荐为优秀重大突破。支持院中长期战略规划“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专题组工作，负责与规划局、条财局联系人沟通对接，协助条财局设

施处具体组织工作。支持院规划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创新领域战略规划研

究”项目组工作，协调组长、院规划局、专家开展大科学装置战略研究。支持科技部“依

托大装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指南编写工作，协助专家组长推进指南编制的完成。 

2．国际评估 

整体协调组织、并圆满完成高能所第二次国际评估任务。2017 年 8 月 15 日启动筹

备，2018 年 8 月 15 日召开评估总结会，2018 年 10 月向国际评估专家发送感谢信。组

织全所研究部门、管理部门参与规划及自评估。完成文档材料（中英文研究所状态报告、

折页等）、制定评估方案。完成现场评估。组织各研究室、学术委员会、所领导梳理专

家建议，制定应对举措。完成高能所国际评估分析报告，上报中科院院领导、规划局、

条财局、前沿局、重任局、国际合作局。评估指标全面覆盖研究所和研究部门的使命与

发展规划、“一五七”规划重点领域科学目标及科研水平、团队建设、资源配置、国际

地位等。本次国际评估对高能所未来 5 年及中长期规划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对

高能所争取建成国际一流研究机构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3．学术管理 

1）协助学术委员会组织专题学术研讨会议。组织 BEPCII 未来发展规划、CSNS 升

能方案小型研讨会&CSNS 升能方案评审会，新型加速器研讨会等学术会议。  

2）支持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挂靠高能所）的工作。协助组织第十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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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物理大会（30 多所高校和研究所的 600 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以及高能物理战略研

讨会，组织第十届晨光杯论文评选活动。组织分会委员会四年一次的换届及选举，产生

第十届高能物理分会委员会，王贻芳所长任新一届委员会主任。  

3）编印《高能所 2017 年度科技版年报》。负责全所文字材料采集，前言撰写及翻

译，全文统稿及审核，完成校审。年度报告共 320 余页，记录了全所年度科研工作的重

要进展和成果。  

4）举办 18 期《高能所科技创新论坛》（282 期-299 期）。邀请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与

学者，带来全球最前沿的科学进展报告，充分交流互动，激发了思考与创新。  

5）组织 2017 年高能所评估数据采集填写工作。采集的数据（包括项目、科研产

出、国际合作交流等信息）将用于研究所评价、院领导决策。  

4．客座人员及会议计划执行管理 

修改和完善客座人员管理办法，实行客座人员编号管理，重新界定了高能所客座人

员范围，明确了人资处、教育处、科研计划处等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有利于做好相

关人员的分类管理。全所会议计划执行管理，实现全过程管理，会议计划获批公示后，

在会议执行财务报销前，增加了科研处审核、备案、预算公示等环节，进一步保证了会

议召开的合规性，符合财务审计、纪检等要求。  

（二）经费计划管理 

进一步完善全所项目的管理与信息维护，实现项目、课题、子课题等多层次信息，

保证各课题的正常使用，确保科研任务的顺利进行。跟踪国家政策，动态调整课题经费

预算执行。根据经费总量合理编制公共经费年度预算，统筹基本与项目费；积极筹措经

费，缓解人员费缺口压力，公共经费收支基本平；配置关键项目的前期部署经费，保持

科技创新活力，提高科研竞争力；保障课题结题审计顺利通过。健全“科研财务经费协

调会议”机制，及时解决研究所资金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资金安全运行。 

制定并完善系列科研管理办法，保障科研活动正常开展。根据国家科研项目资金管

理规定和有关财经法规，规范科研项目（课题）燃料动力费管理，修订了《高能所科研

项目（课题）燃料动力费管理办法》。规范高能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预算调整管理，制

定《高能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调整管理办法》。自科科学基金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编写《高能所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填写指南》，更新《高能所申请书形式审

查明细表》，编制《进展、结题报告注意事项》、《计划书填写注意事项》、《自然基金新

建课题信息填写示例》等。  

（三）科研项目管理 

目前全所在研课题共 2057 项，其中 2018 年 1 月至今新开立课题 359 项，涉及课

题预算总额 55228.84 万元。全面梳理各类课题信息，对已结题课题进行结余核算和赤

字填平，处理长期遗留问题，成果显著，共清理关闭课题 317 项。完成全所 2013-2018

年各类项目到位经费及分配情况统计分析，进行了五年对比，为国际评估提供依据，并

为全面了解我所经费情况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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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EPC 项目  

组织和推动 CEPC 相关会议和宣传推广工作，为 CEPC 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会议组织包括：“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2018 年国际研讨会”，加速器、探测

器/物理概念设计报告（CDR）在会上发布；“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国际顾问委员

会(IAC)第四届年会，对技术设计阶段的发展规划和方向给出了指导和建议，强调进一

步提升项目的国际合作水平，加强国际参与度；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加速器、

探测器/物理概念设计报告（CDR）国际评审”，涵盖 CEPC-SPPC 概念设计报告中机器

设计相关的所有物理与技术问题，为未来的深入工作和设计优化提供重要参考。；11 次

CEPC 执行委员会议，对外宣传与联络等，讨论阶段进展及工作部署，决策项目运行过

程中的重要事项，保证各系统有序推进工作。完成 CEPC 网站的更新、概念设计报告的

印刷及发放。与国外 20 多个地区或单位签署合作协议(MOU)。与雄安、江苏、浙江等

地联络进行土建地质勘查。 

2. BEPCII 运行经费管理 

BEPCII 运行经费经费量较大，相对稳定支持，是研究所重要的收入来源。 遵循

“严格核算、统筹安排、保证运行、兼顾维修”原则进行经费管理。完成 BEPCII 运行

经费绩效评价，时间紧任务重，院整体考核为“优秀”。 完成 BEPCII 运行经费实地审

核，核定 11045 万，增长 345 万，3.2%，三年一次，和工程办通力协作。BEPCII 荣获

18 年度综合运行奖一等奖第一名，10 月份执行率达到 100%，超额完成考核目标，起

到积极作用，后补助 1657 万，比往年增加 587 万。组织 19 年维改项目申报，1 项获得

立项，经费 757 万元。  

3. 院项目 

负责重点实验室运行、基地平台运行、院装备研制项目、财政部修购项目、院功能

开发项目等全过程管理及院人才、国际合作项目等院拨经费的管理工作，含财政预算填

报、项目申报、经费执行、验收结题等工作。预算执行，经费及时入账，重点监控执行

进度；课题管理，及时开立课题、与 ARP 主管联合办公，2018 年 9 月开始集中课题清

理，成效显著；经费使用，根据预算审签经费使用，确保合理合规，减少调账及赤字风

险；项目全过程管理，含组织项目遴选、材料申报、现场答辩、中期检查，技术测试验

收、项目现场验收等。核心是政策把握，细致工作。院装备项目，2018 年度获批 1 项，

执行中 5 项；年度计划验收 2 项；正在申请院级重大研制项目 1 项。财政部修购专项，

2018 年获批 3 项，2275 万元。2019 年新申请 4 项，3601 万元。制定 2019-2021 年院所

两级修购专项规划，包括进行项目遴选，撰写、上报规划，组织撰写院规划评审材料及

评审 PPT。 

4. 空间项目 

HXMT“慧眼”卫星交付用户，开展在轨科学观测。组织卫星交付仪式及在轨周年

庆；组织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致密天体观测研究项目中期评估；2018 年 11 月，HXMT

有效载荷通过科工局审计。地震电磁试验卫星 ZH-1 成功发射，获得初步数据成果。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正式启动。GECAM 进入立项程序：完成概预算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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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综合论证，以及方案转初样评审，获批提前启动大额长周期采购，十三五期间 1.3

亿经费支持；eXTP 开展背景型号研究及工程论证：组织完成从遴选、开题、经费评审

等工作，即将完成结题验收，进入工程立项论证阶段；十三五期间 4.7 亿经费支持；爱

因斯坦 EP/FXT 提前启动，已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中法天文卫星 SVOM 进入鉴定件测

试阶段。空间站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 HERD，组织第六次 HERD 国际合作组暨第一

次中意双方联合工作组会议；协调中意双方 HERD 建议书联合评审。组织申请以 eXTP

和 HERD 为主的国际大科学项目- 探索极端宇宙项目。推动国际合作，举办国际/科学

研讨会，扩大国际影响，目前已获得 20 多个国家支持。坚持科普宣传，争取到 100 万

科学传播经费，受到国内外（CCTV、Secience 等）主流媒体关注。     

4.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项目 

组织科技部国家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编写工作。原初引力波项目总概算约 3.8 亿元， 

主要包括：高灵敏度原初引力波望远镜研制及核心技术研究、高灵敏度原初引力波望远

镜运行支撑系统研制、原初引力波科学研究与地面观测环境研究。建立水汽分析组，协

调使用卫星数据、阿里当地放气球数据分析大气水汽条件，进而对可观测天区进行分析

研究。组织召开项目年中工作会、年度总结会、高海拔选址相关科学讨论、中美双方合

作会议等各类大、中型会议 15 次；小型讨论会 28 次；阿里工程例会 16 次；掌握各参

研单位工作进展、经费执行情况，按季度向专项办提供进展通报。 

5.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积极组织协调项目申请。2018 年，进一步组织讲座和培训，编写《2018 年度高能

所自然基金申请书填写指南》，为申请者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提升项目申请的能力。2018

年共申请 319 项，其中集中申请期 301 项，非基金中申请 17 项；对全部申请进行检查

修改，把好项目申请材料的质量关。资助项目经费稳定。获得批准 86 项，总经费 8000

余万元（直接经费 6785 万元，间接经费约 1300 万元）。粒子天体中心陈明水、多学科

中心谷战军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填补了近五年空白。2018 年度自然基金到位总经

费 9362 万元（含间接经费 963 万元、青千 730 万元）。 

6.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组织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请，成果显著。2018 年高能所牵头项目 5 项，

高能所牵头课题 1 个，项目经费达到 9538 万元。任务涉及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 政

府间国际合作等专项。  

7.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及测试中心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运行良好，提供对外测试服务。明确仪器设备责任制，优先保证

重大战略需求；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获得院拨运行费、设备功能开发后补助

经费、奖励经费等共计 403 万元 ； 中科院大型仪器共享平台院所两级系统，切实落实

了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的意见》要求，

本年度高能所获得 100 万元后补助奖励经费。通过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为所内仪器机组

内部测试费收取提供平台。测试中心 2018 年度完成收费 3398.61 万元。运行机制持续

完善，4 月至 6 月期间，连续两年与相关各中心讨论改进测试中心运行机制；7 月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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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期间，进一步梳理测试中心的设备和设备责任人；9 月至 10 月期间，BII 运行和 CSNS

运行专题研讨，探索测试费运行模式。 

8. 国际合作 

1）稳步推进与欧洲核子中心的合作，提升合作层级。接待 CERN 总主任一行来访

高能所、科学院、科技部和基金委，为中国-CERN 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取得科学院、

科技部和基金委的经费支持、建立中方与 CERN 的年度协调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2）择机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科技合作，重点为打造平台

或长效机制，助力高能所建设国际化科学中心。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高能所

+香港城市大学）新增成为中科院与香港地区联合实验室之一。推动与国际实验室人员

交流。利用日本樱花计划，在申请 IHEP 组团赴 KEK 进行 ILC SCRF 超导 STF 实验装

置合作研究。 

3）协调组织管理和推动国际合作项目。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中美高能物理合作

基金（2019-2023 年），涉及 nEXO，AMS，LBNF 国际合作，最终论证通过。基金委基

础科学中心项目—中国-欧洲核子中心粒子物理前沿研究国际合作、科技部政府间国际

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中泰江门中微子实验地磁屏蔽系统研制，分别进入立项建议

和机构审核阶段。 

4）发挥国际合作指导委员会的作用，提升所国际合作水平。拟召开国际合作指导

委员会会议，研究推进国际化战略、制定国际合作计划。 

5）配合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实施 2018 年度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绩效检查评估。统筹

各部门填报“‘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年度监测调研信息系统”，采集的数据（国际

科技合作经费投入情况、国际科技合作重点任务开展情况、国际科技合作的形式、内容

与效果等）将用于研究所评价、科技部决策等。  

（四） 科研体系管理 

GB、GJB 质量体系运行和持续改进，2018 年质量工作计划 100%完成。获取了新

的民品证书，提高了申请项目时在同行竞争中的优势，为项目申请提供保障。顺利通过

了新时代认证中心对我所的民品再认证和军品监督审核。因具备 GB/T19001-2008、

GJB9001B-2009 质量管理体系资质，航天项目任务总体不再给予认证压力，并持续获得

新的空间项目；同时质量体系工作方法及成果覆盖我所各研究室。2018 年，经各部门

全力支持，分工合作，完成 WQZB 科研生产许可证年度自查报告的编写，保持科研生

产许可体系，免除 17% JUN 品增值税，被有关部门列入采购名录，提升了科研生产质

量管理能力，具备承担相关科研任务的资质，为我所竞争和承担 JG 类项目创造条件。 

（五） 科研成果管理 

科技成果奖励申报，拓展途径，增加申报项目数量。完善管理制度，依据北京市科

学技术奖奖金政策的改变，及时调整所内成果奖励办法。拟定《高能所科技成果奖励实

施细则》（高发科字〔2018〕85 号）。科学普及，圆满完成全年科学普及工作，科普绩

效位居全院同类单位前列。组织重大科普活动 2 次、组织参与大型科技展览 5 次，惠

及社会公众数万人。高能所被中国科学院授予“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十八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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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先进集体称号。科普作品《量子时刻：奇妙的不确定性》（刘

朝峰）被评为 2017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科技部，2017.12）、2017 年中国科学院优秀

科普图书（中科院，2018.3）。“光电倍增管” 被评为“2018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最

受公众喜爱项目”。知识产权，圆满完成全年知识产权工作，协助科研人员处理各类知

识产权事务，组织申报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各类知识产权，有效保护了科研成果。高能

所被评为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 

（六） 创新文化建设 

1. 队伍建设 

2018 年，全处调出 1 人（王晓月），调入 2 人（邱雯、史京灵），共有职工 20 人，

其中院装置办人员 3 人，空间项目办 2 人，阿里项目办 2 人。科研处工作业务面广，克

服了人手紧张的困难，人员优化配备，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改善。 

2. 职业素质、业务能力与服务精神 

科研处是一支优秀的团队，是高能所科研管理活动的核心。经向各研究室领导和科

研骨干征求科研处工作改革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各条意见和建议制定出相应的改进方

案和措施：  

（1）开办“学术沙龙”，全处人员定期学习，增强自身业务能力；  

（2）开办“管理沙龙”，完善人员定期交流沟通机制，增强团队凝聚力；  

（3）组建 AB 角工作制度，健全团结协作、高效运转的工作机制；  

（4）组建科研信息数据库，提高工作信息化、智能化程度，提高项目服务的精准

度与全生命周期的过程跟踪服务；  

（5）健全分析测试中心平台管理体制，做好科研人员的后勤保障；  

（6）加强与所内各部门的沟通协调；  

（7）加强与所外科研院所、高校等管理部门的交流；  

（8）加强与上级管理部门的交流与沟通。 

3. 党风廉政建设、经费管理与使用 

合理配置研究所经济资源，保障经费使用安全。继续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科研项目

资金管理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到位。统筹协调各专项经费管理，规范课题直接经费，加强

预算执行管理，确保经费执行到位。严格执行研究所经费管理有关规定，科研处办公经

费合理使用。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

制度，“两学一做”常态化，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学习新

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体党员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  

（七） 指导东莞分部科技办工作 

协助完成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国家验收工作。协助东莞分部建立科研管理体系，分部

科研项目组织申报及过程管理，用户委员会管理；科研项目管理、经费计划管理；分部

学术规划、科研成果管理与地方合作；分部科学传播及知识产权工作。 分部科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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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与地方接轨，各项工作开展顺利。协助完成 CSNS 装置运行费首次审核任务，协调

预算执行。逐步纳入到研究所“测试中心”管理，盘活科研项目经费。  

三、2019年工作计划 

2019 年，科研处将完善信息化手段，实现管理的智能化；继续完善测试中心的建

设和运行机制；外引内联为经费及项目申请提供良好支撑，重点提高重大和人才项目；

做好重大项目的执行及过程管理服务；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联合实验室建设。 

 

 

（撰稿人：邱雯  审稿人：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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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工作总结 

 

2018 年，技经处在《高能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的指导下开展成果转化相关

工作，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积极寻找地方资源，加速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应用加速器、核医学成像设备、精密检测设备、核安全检查设备等领域

的成果成功实现与企业合作，快速进入市场并展开布局，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继续努力全面保障抗肿瘤纳米药物转移工作实施。加强异地建设项目的院地合作

工作，发挥院士工作站的平台作用，加强与地方经济的合作。高能所所属经营单位规范

运作，完成年度经济责任目标，在服务高能所科研工程工作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 

一、成果转化及平台情况： 

1. 应用加速器 

继续推动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产业化。2018 年分别完成了高能所和东莞中子

科学中心无形资产评估和备案工作。8 月，合资企业东莞东阳光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注册。 “硼中子俘获（BNCT）治疗肿瘤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团队”项目已申报

“珠江人才计划”并获批， 本项目获得广东省资助金额 3000 万元，东莞市配套 1500

万，松山湖配套 700 万，总经费 5200 万元。目前已到位 1800 万元。 

2. 核医学成像设备 

高能所以乳腺诊断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系统项目（乳腺 PET）入股杭州高能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后续商业化运作由公司专业团队完成。2018 年杭州高能与复星医药全

资销售公司美中互利医疗有限公司建立战略合作，通过双方资源互补的形式，旨在将乳

腺 PET 快速布局国内市场。 

其他核医学成像设备方面，乳腺专用低剂量多能 CT 技术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数字诊疗专项）完成系统的硬件集成和调试以及多能数据采集开发。小动物活体能谱

显微（CT-院装备）完成软硬件系统研制和多项关键技术研究。 

3. 精密检测设备 

CT 多场耦合岩石力学试验系统（基金委重大仪器研制专项）所有指标均达到任务

书要求，顺利通过基金委组织的项目验收。研制成了世界第一台高能加速器 CT 可旋转

式岩石力学刚性试验机，突破了岩石破裂演化与气液运移试验的技术瓶颈。科技日报、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对此项技术进行了报道。 

X 射线三维分层成像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仪器专项））项目进展顺利，通过科

技部年度考评。本项目作为路演项目在中科院-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会上展示，被

评为 2017 年中关村十大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并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天使汇大屏上展

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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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安全检查 

为推进核安全监测成果转化，高能所完成放射性核素成像技术知识产权作价入股

北京高能新技术有限公司。为了加强宣传推广，参股公司积极组织产品参加国内外展

出，如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第 21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第三

届中国粒子加速器会议等。 

5. 低毒肿瘤纳米药物技术 

2018 年高能所技经处积极保障抗肿瘤纳米药物转移工作的实施。1 月 6 日双方完

成技术文件的交割，但因金融大环境和怀柔用地调整原因，项目进展受阻。经多方协调，

当年已落实怀柔科学城临时装备研发基地厂房，调研选定沧州渤海新区为生产及后续

研发基地、河北（廊坊）高新开发区为产业研发基地。 

6. 院地合作 

2018 年高能所继续加强异地建设项目的院地合作工作。 

“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工厂）与“中科高能科技有限公司”（惠州

企业）合资成立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成立有助于推动加速器技术成果的

产业化；有助于服务于未来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以及加速器辐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合资

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高能所与惠州市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所实验工厂

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东莞高能前沿技术应用产业创新中心经东莞市政府十六届 53 次常务会审议批准，

前期登记为事业单位，后期改制有限公司。目前，创新中心已孵化、培育项目 10 余项，

为所内项目在粤港澳转化提供孵化平台。 

高能所积极参与广东省院地合作。与华为、比亚迪、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东莞

东华医院、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等其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科

技成果广东对接会上，高能所发布CL，PET成像技术及高性能硅基探测器等多项技术。 

此外，高能所积极参与四川省院地合作。在四川省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

发布核医学成像系列技术、辐照应用技术等多项科技成果，为促进院所科技成果与产业

经济对接、支撑四川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助力。同时，高能所顺应地方政策导向，挖掘

现有沉睡专利技术，积极推向市场。与四川康盛能源公司签订辐照医废处理技术框架协

议。 

高能所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的平台作用，加强与地方经济的合作。2018 年丹东奥

龙院士工作站合作协议完成续签工作。自成立五年来，院士工作站先后完成面阵传感器

等多项研究和产品开发，获得授权专利 11 项，高能所和丹东奥龙互为牵头单位获得国

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二项。2017 年院士工作站获得辽宁省“优秀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

2018 年获得中国科协“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2018 年，景德镇市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

究院院士工作站成立，此院士工作站是开展陶瓷溯源检测技术研发及应用的重要平台。 

二、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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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司的绩效考核办法完成了对专家招待所、求实公司、幼儿园年度绩效考核，

三家单位均完成年度绩效考核目标。 

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推进惠州合资公司“中科高能锐新科技有限

公司”的建设，目前已完成厂房建设和设备购置，形成生产能力。 

北京求实高能技术开发公司积极做好大装置建设配套服务。配合完成散裂中子源

设备验收工作；优先解决 HEPS-TF 项目合同执行问题，配合该项目完成验收；及时完

成 LHAASO 项目新增订货和 PAPS 项目进口合同签订；为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协助办

理 320 只进口光电倍增管的换货手续。 

2018 年专家招待所服务科研工程，积极为高能所科研工作做好保障：客房共接待

所内外客人 20896 人次；客房出租率达到 83%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餐厅接待所内大中

型会议用餐 60 次；会议自助餐 5777 人次；工作餐盒饭 13567 份；提供会议茶歇 10141

人次；2018 年返还高能所各项费用 206 万元。 

幼儿园始终保持收支平衡、稳步发展；2018 年幼儿园优惠所内职工保育费 164.7 万

元，并向所里返还 78.5 万元（人员工资、水电费），完成本年度绩效目标。为缓解学位

紧张的矛盾，幼儿园大胆采用混龄班的做法，把一部分新入园幼儿（3 岁）放在大班，

探索以大带小创新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圆满完成石景山区一级一类优质园开

放及一级一类复验和石景山区督学工作。 

三、总结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创新新格局加速形成，我国科技创新进

入战略性转变的重要关口。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创新的重大决策部

署，高能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目标上推动中长期改革创新发展，因地制宜探索符合高

能所实际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加快推动与异地大装置建设所在地的院地合作工作，将

高能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提升到新台阶。 

 

 

（撰稿人：孟笑笑  审稿人：王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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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大装置管理中心工作总结 

 

大装置管理中心承担了 8 个大科学装置的管理任务，包括 2 个运行装置（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_BEPCII、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_DYB）、5 个在建装置（江门中微子

实验_JUNO、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_ADS、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

_HEPS-TF、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_LHAASO、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_PAPS）和

1 个待建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_HEPS），以及全所的招投标管理和合同管理（除国

外采购外）和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粒子加速器学会等的管理工作。 

2018 年度，大装置管理中心共组织召开会议 331 次，撰写会议纪要 288 篇。会后

积极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实施，并及时整理编辑各种上报文件。在项目多、人员少的情

况下，大装置管理中心职工任劳任怨、团结协作，高质量、高强度、高效率地完成了本

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年度任务完成情况 

1、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运行管理 

（1）协调管理 

组织、协调 BEPCII 的运行、维修管理工作。编制 2017 年度运行工作总结、2019

年度运行工作计划；跟进并督促对撞区内通用设施改造的施工进度，如 BEPCII 控制室

地板、天花板更换，保证按时按质量完成施工任务，配合完成改造的验收工作，为对撞

机平稳运行做好充分准备；协调现场吊装，保证了每一次设备搬运时的人身、设备安全。

为运行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如编排 BEPCII 值班总表，安排运行值班人员用餐，负

责对撞区的环境与保洁；从制度上规范运行管理；协调各部门间的接口；协调设备运输

工作；协调 BEPCII 运行中的突发情况。组织各部门完成对撞机运行模式转换确认单、

停机确认单、开机准备单的会签。 

（2）暑期检修 

2 个月的暑期检修，时间长、任务重。负责召开检修协调例会，定期汇报总结检修

进展，保证暑期检修按计划顺利完成并正常开机；组织汇总、制定暑期检修 CPM 零级

计划，项目数量超过 300 条；每天在对撞区内配合并协助进行检修维护工作并进行安

全检查及提示；2018 年由于 B 铁电源改造，时间紧、任务重，放弃高温假休息，确保

暑期检修现场工作顺利、安全完成；协助 BEPCII 各部门顺利完成了 2018 年度夏季停

机检修任务，保证了对撞机下一运行年度的高效、稳定运行。 

（3）会议组织 

组织 BEPCII 运行例会、暑期检修协调会、专题讨论会等 44 次，撰写会议纪要，

根据会议决定做好落实、跟踪及催办工作。BEPCII 备用高频腔测试会、鉴定会；BEP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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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改造项目讨论会、评审会；BEPCII 运行计划评议；BEPCII 相关开评标会等。 

运行经费审核：2018 年 4 月，中科院条财局组织对 BEPCII 运行经费进行实地审

核。专家组对 BEPCII 运行情况及取得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核定运行经费增加 3.2%（345

万元）。 

绩效评价：2018 年 3 月，中科院条财局组织大科学工程运行维护专项进行绩效评

价：准备《自评估报告》、PPT 报告初稿、档案资料等需待查材料（700 多页）；评价结

果：优秀。 

（4）宣传工作 

配合组织 BEPC 建成 30 周年纪念活动，设计并制作纪念画册、暖场视频、外联赞

助厂家等等；维护更新 BEPC 国家实验室内网网站，及时报道宣传运行进展情况，对取

得的重要成果进行及时宣传，初步建立外网网站；负责完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2018

年年度报告和成果汇编的编写工作、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中的相关信息

维护，如协助负责人完成 BEPCII 运行数据录入，一年累计 350 余条；参加座谈交流、

调研会议：如环保部西北站来所进行大科学装置的辐射安全管理情况调研等。 

（5）BEPC 国家实验室办公室日常管理 

负责与 BEPC 国家实验室主任及学术委员会的及时沟通，发送有关进展汇报、简

报等工作；完成 BEPC 参观的各项接待任务：实地引导对撞区参观 50 余次，中（英）

文讲解约 20 次，累计接待 1000 余人，并详细记录每一次参观来访单位、参观路线、讲

解员等信息，与安保办、物业公司协调车辆进出及对撞区内、隧道内卫生事宜；规模较

大的参观团体，时刻留意人身、设备安全。一年内未因外来人员参观引起人身、设备安

全问题或影响对撞机运行；协同组织中科院第 2018 年两次公众科学日的参观宣传。 

（6）安全管理 

与安保办配合全面检查对撞区内的电气、消防安全，并形成检查结果报告，随后督

促相关部门整改，确保对撞机顺利运行。过去一年内对撞机未出现电气、消防安全事故；

修订、组织编写《职业卫生公告栏》、《对撞区应急电话》等各类安全条例、消防规定，

制作并张贴于对撞区内各实验厅，确保对撞机安全、平稳运行；汛期逢雨检查、统计对

撞区漏雨情况，同时报修至物业公司；带领物业人员确认各处漏雨位置，跟进检修进度。

2018 年没有因为漏雨影响对撞机运行。配合行政管理处完成对撞区屋面防水修缮项目。 

（7）材料上报 

组织编写了 2017 年度中科院中英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度报告》BEPCII 内容、

《BEPCII 2017 年度运行工作总结和经费决算报告》、《BEPCII2018 年度运行工作计划

及经费预算报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2018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材料。为高能所国

际评估折页提供素材，为发改委、中科院等单位提供材料 30 余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画册》BEPCII 素材；《BEPCII 年度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表》；《在用大设施材料清单》；《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和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重大成果》等。  

配合完成 2018 年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会相关材料的准备：大会报告及《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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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运行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报告》内运行计划机时等内容；确认核实、填报 2017 年度

运行情况和共享程度指标、用户评价等材料，参加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评奖——

BEPCII 被评为一等奖第一名，并获得中科院下拨运行经费 15%的奖励 1657 万元。 

2、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DYB）运行管理 

（1）材料编写 

组织汇编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材料，已获批立项。 

编报合作组 2018 年公共运行费的经费结算表，通过执行委员会审核后完成结算。

编写合作组经费报告。 

组织编写《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2017 年度运行工作总结及经费决算报告》、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2019 年度运行工作计划及经费预算报告》。配合完成 2018

年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会相关材料的准备：填报 2017 年度运行情况和共享程度指标、

用户评价等材料，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获得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二等奖。 

准备 2017 年度运行绩效评价会的全部资料，评价为优。编写中科院《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年度报告》中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年度成果报告。 

（2）宣传工作 

维护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的网站；配合科技部的宣传，制作沙盘，参加香港

2018 年度 “创科博览”、澳门“中华文明与科技创新展”；指导深圳博物馆“大潮起珠

江-广东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制作大亚湾沙盘；组织大亚湾的现场接待共计约 1000 人

次。在公众科学日编写展板、宣讲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3、江门中微子实验工程（JUNO）工程管理 

（1）与院重任局多次沟通并报院长办公会确认延续支持方案。组织完成后五年支

持的评审，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对 JUNO 的延续支持。下半年与财务资产处合作完成前

五年的经费审计，并与档案室合作完成前五年档案的预立卷、查缺补漏工作。 

（2）质量管理 

JUNO 总质量师、总工程师牵头，工程办组织建立了探测器安装阶段的质量管理文

件。即 JUNO 工作控制程序，包含：操作流程单、任务控制单、工作联系单、设备验收

单。 

组织完成关键物资采购，完成液闪发光材料 PPO 的合同签订、PMT 防爆及防水封

装、JUNO 水池内衬工程。 

（3）积极推动地方工作 

组织申报江门市经费支持（300 万元）并落实；落实开平市对实验站的第三方监管；

推动开平市对实验站永久供水线路的建设。 

（4）组织协调  

协调国外单位、配合国资处，完成德国 PMT 测试系统（第 3、4 套）的进口以及日

本光电倍增管废品的换货；与中广核协调近点探测器安置问题，协调我方人员两次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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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讨论、测量。 

组织指挥部例会、项目进展汇报例会 62 次，组织评审会、监理会、专题讨论会、

总结汇报会 15 次。 

完成主管部门安排的材料汇编：年度工作计划与经费预算、工作总结与经费决算报

告书；专项成果报告；专项进展报告。 

（5）宣传工作 

维护江门中微子实验中、英文网站；参加公众开放日的宣传。 

4、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DS)工程管理 

高能所和近物所联合研制的 ADS 先导专项 25 MeV 质子直线加速器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通过专项验收。2018 年度，完成了验收后的清尾工作，包括：将财务验收资料

向档案室交接归档；对暂付款、应付未付款等定期审核催促执行。 

完成新课题“ADS 前端加速器稳定性研究”的申报：承担 A 类先导专项“变革性

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中的子课题，是对 A 类先导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的继续深入研究。本年度完成实施方案、概算申报书、任务书、2018 及 2019

年的年度计划及预算书的上报。 

5、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工程管理 

（1）进度管理 

编制与更新项目进度计划，跟踪与督促工程整体进度；编制合同执行进度表，检查

与督促合同执行进度；编制多项例行进度报告，如：工程月度进展报告、经费执行情况

报表、工程现场进展图文报告、测控基地周运行报告等，报送给相关部门。 

（2）质量管理 

制定各项工程管理制度，如：工艺设备鉴定验收程序、测控基地管理运行制度，现

场物资管理制度等，并汇总整理成册《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工程质量管理手册》，累计

18 份制度文件。 

（3）安全管理 

制定工程安全管理相关制度，组织工程人员参加工程管理安全培训，并组织工程人

员参加特种设备操作上岗培训和考证，为工程人员集中采购配置了相关安全物资。 

（4）经费与资产管理 

工程办驻成都的财务人员负责 LHAASO 项目财务工作，编制记账凭证、银行余额

调节表，出具项目支出明细表等；统计项目经费支出及采购计划，上报年度投资计划及

预算；办理资产入库（成都）等。 

（5）公文及档案管理 

工程发文起草、校核共 55 份，以及其他各类事务性文件的组织编制和起草。 

督促项目成员加强归档意识，定期检查兼职档案员归档工作，提高归档工作质量；

负责项目总体及工程办产生的归档材料的整理与预归档，定期整理移交至所档案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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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公文的收发与流转；成都分院公章、合同盖章办理、流转（累计约 100 次）。 

（6）会议组织与科学传播 

组织每周的工程经理部例会、工程进度协调例会，撰写会议纪要并督促落实；工程

其他各类会议的筹备与组织；随着工程的推进，LHAASO 受到各部门关注，来访接待

任务大大增加，平均每周至少一次。 

制作科普宣传视频、宣传册、宣传栏等，于 LHAASO 内、外网站实时更新发布相

关内容；建立多个信息化平台，包括：LHAASO 物资采购系统、基建财务报销系统、

文档管理系统 DocDB、LHAASO 建设图库等。 

（7）测控基地建设与运行 

测控基地的良好运转为工程一线安装运行提供了保障，包括：住宿管理、物资出入

库、组织会议与来访接待、通勤车辆管理、设备维修、组织工作人员参加技能培训等，

力争建设成为优秀野外台站一线科学家的大后方。 

6、北京先进光源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工程管理 

（1）通过高效组织、编制、评审和报批，PAPS 初步设计报告及概算获得北京市发

改委正式批复，争取概算经费批复额度最大化（5.53 亿）。完成了能评、职业劳动卫生、

消防等各类报批手续。 

在本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中，继续践行全新的管理方式，包括：一会三函（完善申

报手续）、双主体（高能所+怀柔科学城公司）、多层次（市发改+怀柔区+管委会、科学

院+综研中心+研究所、空间中心）。 

（2）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更新项目的 CPM 计划，编制 2018、2019 年经费执行

计划并上报。经协调，第二笔工程款 1.25 亿元到位，促进经费执行。随工程进展及时

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包括：设备报销及入库、所内测试审批、施工现场住宿管理、怀柔

出差、档案管理等。 

（3）内部协调：组织了 59 次工程例会、技术讨论会。完成 22 份工作联系单的签

订。 

（4）外部协调：与中科院、区政府、共建方、海关等进行协调，进行汇报编写及

信息填报，办理函件 24 件。包括：各类市政、住房需求等材料；基建及概算批复延迟

等说明；填报北京市月度进展信息管理平台；填报市发改进展及经费稽查系统信息。其

中，就科研设备免税问题，多次与中关村海关充分沟通，向专项办、管委会等汇报，协

调北京市发改委，与平台公司签署共建协议，全部材料提交北京海关。完善异地建设条

件保障，完成怀柔宿舍后勤布置。 

（5）现场设备安装准备：11 月 23 日，项目建筑正式封顶，组织封顶重要节点事

件交流会；并组织现场基建与工艺接口检查，完善施工。项目基建将于 2019 年上半年

完成内部验收，协调各方为工艺设备全面进场做好准备。 

7、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工程管理 

本年度的任务是保障工程按期竣工、组织各专业组验收准备和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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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试达标 

根据工程特点，按照“完成一批，测试一批”的原则，本年内分批完成了项目 15

个系统的工艺测试工作，各项指标均达到或优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验收指标。 

截至 9 月 21 日，HEPS-TF 的 23 个系统均完成工艺测试，所有指标均达到或优于

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验收指标，HEPS-TF 工程提前竣工。 

 科技委：2 月 28 日，组织召开第二次科技委会议，科技委祝贺部分完成工艺

测试的系统达到验收指标，并对项目进展、测试方案等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监理会：5 月 7 日，协调召开第二次监理会，9 月出具的监理报告指出：项目

团队通过有效管理和推进，及时赶上进度计划；为项目验收做好准备。 

（2）验收准备 

在竣工后 1 个月内，组织完成了工艺、财务、设备材料、档案专业组的验收准备工

作： 

 工艺专业组：根据中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手册，组织完成工艺报告、建

设总结报告的起草、汇编工作。 

 财务专业组：在工程最终竣工前，汇总形成工程合同清单，并总结分析存在的

问题，保障工程合同和财务支出进度，HEPS-TF 高能所部分于 8 月 31 日正式封帐、北

科大部分于 9 月 26 日正式封帐；与财务资产处配合，协调第三方审计单位提前进驻、

核算，并于 10 月 10 日出具审计报告，10 月 22 日通过审计报告审核，核定工程实际支

出 32206 万元，签订 1486 份合同。 

 设备专业组：协调完成设备现场盘点工作，并多次到北科大现场协调资产入库、

报账等工作，最终形成 1436 台套设备。 

 档案专业组：经综合档案室、工程各级兼职档案员等配合，于 10 月 30 日完成

档案自查报告，最终形成 1034 卷纸质档案。 

（3）验收工作 

11 月 9 日，与行政管理处共同协调召开了 HEPS-TF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会，专家一

致认为：HEPS-TF 项目认真履行了环保审批手续，严格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各

项环保审批手续齐全，顺利通过验收。 

10 月 29 日、11 月 19 日，HEPS-TF 工程顺利通过工艺、财务设备材料档案专业组

验收，具备国家验收条件。 

 工艺专业组：承建单位按期、全面、优质地完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各项

建设任务……，各项指标全部达到或优于批复的验收指标，高质量地实现了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建设所需关键技术攻关和样机预制研究的工程目标。 

 财务、设备、档案专业组：有效控制了建设规模；抽查设备账账相符，账物相

符；项目文件材料收集齐全完整、准确有效，项目档案分类合理；符合相应专业组验收

条件，同意通过专业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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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工程管理 

（1）HEPS 立项 

组织完成 HEPS 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先后组织 3 轮可研报告修改，2 月完成中科

院评审，6 月完成中咨公司评审，10 月上报国家发改委。高效组织 HEPS 初步设计报告

的编撰与评审，8 月完成中科院评审，完成专家意见答复及报告修改。组织编制概算，

完成初设概算、年度经费计划，组织核减进口设备经费比例等。 

推进完善基建与通用设计，共组织 26 次设计例会，8 月组织了项目首次集中封闭

设计。 

利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机会组织技术评审，大大节省评审成本，提高效率。 

（2）项目报建 

协调推动项目纳入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管理体系，简化审批流程，按年底开工倒排

报建工期，细化分解落实任务，积极主动与各级主管部门沟通协调，缩短各项报建周期。

已完成稳评、控规、能评、消防、人防、详勘、文勘、选址意见书、用地预审、用地规

划许可证、职业病危害评价，以及施工、监理招标的准备工作，充分做好开工准备。 

（3）组织管理 

工程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包括工经理部、科技委员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组织召开

了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建立工程管理架构体系、质量管理体系，颁布 9 个管理

文件；开展工程电子化管理平台建设专项试点工作。协调中科院、北京市、区主管部门，

组织汇编任务要求材料，及时编写问题反映材料及公函，并进行大量协调，以期推动项

目进展。 

（4）配套项目 

落实 HEPS 地方配套项目，包括综合实验楼、用户服务楼及其室外工程，解决固定

人员 590 人、学生 200 人、用户 500 人的办公、用餐等需求。项目面积约 2.87 万平米，

经费估算 2.29 亿元，组织召开 11 次布局方案汇报会，推进方案优化。 

9、招投标与采购管理 

从管理和服务两个角度做好招投标及采购管理工作，规范采购活动，提高合同质

量。 

（1）制度建设 

近两年国家政采政策变动大，及时跟踪国家及中科院新政策，完善采购制度，同时

兼顾我所科研项目特殊性，包括：1）根据新形势修订采购制度文件，计划 2019 年初颁

布；2）修订了招标文件范本；3）对于金额≥100 万元的单一来源采购项目主动进行公

示，减少特批项目。 

（2）招投标工作 

工作内容包括根据国家政策和项目特点制定采购方法（招标、磋商、谈判、单一来

源等），组织编制标书，以及日常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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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是针对特殊项目特别设计招标方案和编制合同文本，降低合同风险；对于

重大项目派专人全程参与，根据特点创新性地开展工作，必要时咨询法律顾问。 

每个招标项目都完成了近 20 份签字版的重要档案文件，包括：招标公告、招标文

件评审表、评标委员签到表、开标记录表、评标报告、中标公告、合同公告等，最终把

所有重要材料制作成招投标文件集进行归档。 

2018 年度共操作招标项目 127 个，对其中 79 个已定标项目统计中标金额达 1.96

亿元。 

（3）采购管理 

工作范围包括：1）国内采购和小额间接进口采购管理，含政采目录内和目录外；

2）altium 及 solidworks 专业转件正版化；3）预算编制、进口及变更采购方式的申报。 

2018 年度共审核和签订合同 2806 个，合计金额 6.53 亿元；完成预算编制 303 台/

套，合计金额 8 亿多元；完成进口申报 49 项，合计金额 1.76 亿元；完成变更采购方式

申报 5 项，合计金额 2300 多万。 

10、其他工作 

（1）粒子物理前沿卓越中心管理：合办组织卓越中心第六次全体大会、第四届赵

忠尧博士后评选、第五届“青年骨干”评审会、第九次管理委员会会议；汇编各类上报

材料。 

（2）担任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学会副理事长，主持 2018 年学术年会。 

（3）担任粒子加速器学会秘书长，组织第三届中国粒子加速器会议、第九届全国

加速器微波、高频技术研讨会。 

（4）担任联合加速器会议网络平台（JACoW）中方事务协调人，负责搭建中国跨

区域跨机构、多工种的编辑团队（IT、编辑等），指导培训团队成员。高效完成第 29 届

国际直线加速器会议共 278 篇文章的协调编辑校核。 

（二）制度建设 

LHAASO 项目新建制度：质量管理手册；测控基地入住管理程序；测控基地设备

巡检制度；测控基地消防卫生管理制度；工程物资出入库管理程序；测控基地工程车辆

管理制度；测控基地工作生活指南。 

PAPS 项目新建制度：工艺设备入库制度；课题调账管理制度；所内设备测试审批

制度；施工现场住宿管理制度；怀柔出差人员登记制度。 

HEPS 项目新建制度：关于系统名称更正的通知（高光〔2018〕3 号）；关于实施《高

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组织机构及各级机构名称、代号的规定》的通知（高光〔2018〕4

号）；关于实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各级负责人职责条例》的通知（高光〔2018〕

5 号）；关于实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图纸和技术文件的管理规定（模板、编号、

签署与变更）》的通知（高光〔2018〕6 号）；关于实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各类会

议纪要模板的规定》的通知（高光〔2018〕7 号）；关于成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参数委

员会的通知（高光〔201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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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与创新 

1、大科学装置异地建设管理 

积累异地建设管理经验，规范多部门协调管理机制；ADS 、CIADS“兰州-北京-合

肥-惠州-大连”跨单位、跨地区的管理模式；LHAASO 与稻城县公安局联合开展治安联

防，加强野外治安：建设警务室，设立工程现场安保办公室，招聘内保，加强现场管理；

积极向行管局争取，将 LHAASO 建设团队成员纳入“重点科研团队健康保障”项目：

医疗团队赴海子山工程现场开展义诊、高原急救知识的健康培训，工作得到白春礼院长

赞赏。 

2、采购融合 

原国资处的集采和小额进口采购管理职能并入大装置管理中心，与原有的非集采

项目融合。中心统一规划管理，根据新形势修订采购制度，并根据国家和所采购政策，

提炼、绘制采购流程图，力争简明易读，方便科研人员了解全流程，提前安排，提高工

作效率。 

二、创新文化建设 

（一）职业素质与业务能力提升 

开展工程管理经验交流，提升管理水平 

1. 1 月 12-13 日，组织项目管理 Project 软件培训会 

2. 1 月 25 日，组织“中国尊”建设施工现场工程管理调研 

3. 11 月 7 日，组织美国大科学工程管理报告会，主讲：美国能源部专家翁武忠 

4. 结合大型会议，分批组织中心成员赴散裂、大亚湾进行工作、考察学习，并形

成调研报告予以总结提升 

5. 参加中青年科研管理骨干培训班、野外台站管理、资产培训、政采培训 

6. 接待深圳科创委、中广核、工程热物理所、401 所等来所经验交流 

7. 开展工程档案培训（JUNO） 

（二）支部工作、工青妇工作 

召开 8 次党支部会议，民主生活会会前征求意见，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

警示教育。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全体人员学习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讲话精神、参

观“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展览”、参观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

场。 

党支部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关心青年人工作与发展：增强党支部凝聚力及中心的互

帮有爱（相互帮忙幼儿园接孩子、探望病号等），年轻同志愿意与支部委员谈心，交流

思想。 

积极支持所职代会、工会、妇女、统战工作，鼓励职工开展各项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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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体活动 

组织大装置中心迎春联欢活动，趣味竞赛；积极参加院、所级各类体育活动，均获

得好成绩：所排球比赛联队、京区五人制足球比赛、羽毛球比赛、乒乓球比赛、网球比

赛等；积极参加高能所各类团拜会、文化广场等文艺汇演。 

三、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一）PAPS园区的运行、物业管理等经费问题 

解决方案：积极与北京市沟通，招聘物业公司；争取市、区政府支持运行费 

（二）HEPS工期计划受国家政策限制 

解决方案：按国家政策执行，按部就班 

（三）LHAASO的大量科研人员上山，高原施工安全存在风险 

解决方案：经常组织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意识，消除安全隐患，购买野外作业的意

外保险。同时加强现场安全检查，邀请专业人员指导 

（四）LHAASO高原工作条件艰苦，外聘人员不稳定 

解决方案：提高待遇、加强团队建设 

（五）采购项目日益增多，招标与采购管理压力很大，超负荷工作 

解决方案：适当提高招标限额标准，多种方式进行采购管理。 

四、2019年工作重点及建议 

（一）继续完善大装置的管理体系，加强培训，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 

（二）加强与上级部门和地方的沟通，推动申报项目的批复及开工： 

① HEPS：按计划开工。首先启动基建工程；开始关键设备研制； 

② HEPS配套设施：争取开工。确保安全，控制经费。 

（三）加强大装置的过程管理，加强异地建设的组织管理： 

① BEPCII：日常运行、暑期检修、后勤保障； 

② DYB：运行协调管理； 

③ JUNO：设备入场安装前的准备工作（现场质量管理、组织协调、生活基地）； 

④ ADS：做好承接 CIADS子项目的管理工作，做好先导专项子课题管理； 

⑤ LHAASO：做好设备研制质量管理、现场安装协调，确保部分探测阵列投入运

行； 

⑥ PAPS：设备入场安装的组织协调管理（质量、经费、后勤等）。 

⑦ HEPS-TF：完成国家验收。 

（四）积极开展各工程宣传重点工作，扩大影响。 

5.修订和颁布采购制度文件，并在采购模式上结合实际进行创新。 

6.完成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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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继续做好学会等的相关工作。 

 

 

（撰稿人：刘蕾  审稿人：罗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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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财务资产处工作总结 

 

2018 年上半年根据研究所对职能部门架构的总体计划和部署，财务处和国资处的

资产管理职能合并，设立新的财务资产处。按照院条财局、研究所对财务和资产管理工

作的总体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做好科研财务服务工作，加强资金统筹调度与安排，应对

各项审计检查和大项目验收工作展开。以财务信息化建设为重点，强化系统财务和资产

管理，努力实现财务管理依法、科学、规范目标；以科研项目经费结题、大科学装置项

目竣工决算审计，积极探索科研经费管理科学方法。在所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各部门的

支持和配合下，全处同志团结奋进，开拓创新，按照年初制订的工作计划和安排，深化、

细化、优化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 

一、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 做好部门整合和工作岗位调整工作 

资产财务处按研究所部门调整的统一部署，积极配合职能部门改革工作，真诚的迎

接新同事的加入。明确部门内部管理制度，明确考勤制度、内部管理制度、岗位工作职

责，做好团队的整合与融合 ；整合工作流程和办公地点，资产入库与财务审核办公地

点整合，优化报销环节，让报销人少跑路。通过整合岗位设置和优化工作流程，初步实

现了岗位的复合型设置。 

2. 加强年度预算执行管理 

2018 年度院条财局制定的财政预算执行率考核指标为 97%，2018 年实际预算执行

率 99.43%。在年度中，通过统筹规划资金支出、按项目安排支付、每月通知预算执行

进展、重点开展大项目执行监控等，积极推进预算执行进度。并且在年内配合科研处完

成 430 个课题结题清理和经费结账工作，并且进一步坚强了课题经费执行控制。  

3、全力保障项目财务验收工作 

成立验收小组，积极配合项目验收财务工作，由处长和副处长牵头，安排专人对项

目建设期内财务、资产帐务进行整理、归类、核对；专项催办预付款核销；有效保障了

工作进度。年内按计划完成了散裂中子源、光源预验证装置、江门中微子一期、多学科

平台等大项目财务审计和验收工作。 

4、建设会计档案电子查询 

为提高各项审计和科研项目财务验收工作会计档案查询效率，财务处提出会计档

案电子查询系统设计方案，由计算中心开发搭建了会计档案电子查询系统.年内组织劳

务人员完成 2011-2018 年基建财务凭证、2013-2018 年科研财务凭证共 2 万余张会计凭

证档案的拍摄工作，大大提高了会计档案查询工作效率和信息共享利用。 

二、加强科研财务服务工作，各项财务工作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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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预算到执行的全面经费收入管理 

经费收入管理工作主要包括预算编制与批复、用款申请与额度大账、经费收入按课

题核算、经费预算执行监控等。单位 2018 年全年总收入 183269.11 万元，其中财政补

助收入约占 70%、非财政科研项目经费收入约占 13%、地方财政大科学建设经费约占

15%、其他经费收入占 2%。财务资产处设置财政收入和非财政收入核算岗位进行经费

收入核算，经费收入以科研课题为主，全年 518 个科研课题有经费收入，行政后勤收入

占单位年度总收入的 0.93%，收款分散、涉及单位和人员繁多，投入的财务核算力量大。 

2. 加强经费报销管理 

做好财务监督工作，财务审核岗位加强各项报销制度的学习，明确各类报销标准，

规范统一审核标准，做好会计监督和财务核算工作，坚持接收到报销单的次日完成审

核、记账、付款工作。全年接收并处理借款单据共 3.6 万余单。设置 4 个审核报销岗，

分为基建审核岗和三个科研报销审核岗，按部门划分审单范围，明晰了接收单据的范

围、明晰了岗位置职责，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报销服务。 

3. 资产入库领用管理工作 

资产管理包括固定资产和库存材料入库及领用管理、无形资产管理等。本年新增科

研资产 2165 台套/8767 万元，基建资产 1074 台套/20813 万，2018 年末固定资产总量

38947 台套，资产总额 26.41 亿元，占单位资产总量的 66%。年内完成了清查盘点工作，

清理报废资产 5 批 1574 台套。  

4. 保障资金安全合理安排资金支付 

财务出纳 3 人，设现金出纳、银行出纳和复核三个岗位，做到付款录入和审核相分

离，保障资金支付安全。银行支付业务共涉及 7 个银行账户，43000 余笔支付业务，包

括汇款、银行卡、支票、现金、外汇等。供暖、医务室、房款、停车费、食堂费等后勤

收费业务仍然以传统现金收款方式为主，通过梳理流程、部门间协调，为行政处后勤收

费中心配置两台 POS 收款机，逐步通过电子化收费业务替代传统现金收款方式，提高

工作效率，同时为缴款用户提供便捷。 

35%

40%

25%

财政补助收入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70%

13%

15%
2%

2018年度收入

财政补助收入
非财政科研项目收入
地方政府大科学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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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结账和预决算编制工作 

完成 2019 年财政预算编制、绩效指标汇总录入等相关工作，并按院条财局统一要

求在预算系统完成 2018 年第一次预算调剂、第二次预算调剂预算文本和绩效指标汇总

填报工作，为财政预算申请和下达做好预算基础工作。决算报表：按财政部、中科院要

求，按时保质完成各类财务报表，包括年度决算报表，住房改革支出决算报表、基建决

算报表等报表的编制和报送工作。每月向石景山统计局报送统计报表。 

6. 工资发放和个人所得税申报工作 

按发放要求，每月 3 日前确保工资发放到位，完成工作核对确保数据正确，做好工

作成本核算相关工作，年内发放工资 40903 人次。按月办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年度

申报个人所得税 36761 人次。根据国税总局个人所得税改革相关要求，在年末邀请税

务局讲师，到所内为职工讲解个税改革相关内容，辅导科研人员做好个附加扣除申报工

作。 

7. 税务申报与进口免税工作 

年度内按期按要求办理增值税、所得税业务申报，在原有业务基础上推行了增值税

电子开票业务，利用技术服务类税收优惠政策，向税务局申请了技术服务和非学历教育

收入按 3%简易征收，简化了开发类课题开票、抵扣等工作流程，降低了技术服务类收

入综合税负约 3%。进口货物 2536 台套（含光电倍增管 2300 余只），价值约 1540 万美

元，年内收款 260 余项免税申请，对所有材料进行审核、重新修改、整理，以便符合海

关的要求，办理免表 203 份。 

8. 大科学工程经费和资产管理支撑 

根据大装置建设项目的不同特点，为 CSNS、LHAASO、HEPS、HEPSTF、PAPS 等

大装置建设提供资产和经费管理支撑。 

9. 下属公司和组织机构财务核算工作 

完成高能所专家招待所、高能所幼儿园、高能所党委、高能所工会、学会等下属单

位和独立核算组织的财务核算、税务申报及各类报表报送等相关业务，配合所工厂、后

勤完成各项内部结算业务，支持成都分院、东莞分部财务核算业务。 

三、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新的年度要求迎接各项制度改革，根据政府会计改革制度要求，全力保障高能所科

研财务账、基建账、东莞中子中心账按时、保质完成系统切换工作，进一步理顺和规范

政府会计制度下新的核算方法。应对个税改革制度，做好个税附件扣除申报和扣减支持

工作。同时要持续保障日常工作运行和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加强团队管理促进团队协

同，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有效提升财务报销工作质量和效率。 

（撰稿/ 审稿人：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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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离退休办公室工作总结 

 

2018 年，离退办在所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协作，圆满地完成了各项

工作任务。 

一、离退休人员概况 

1. 离退休人员总数 1293 人，其中：离休人员 33 人，退休人员 1257 人，离岗安置

3 人；75 岁以上 652 人，占比 50.4%；80 岁以上 341 人，占比 29.8%；离退休人员平均

年龄 73 岁。离退休党员 534 人，党员平均年龄 75 岁。 

年龄 90 岁以上 80-89 岁 70-79 岁 60-69 岁 59 岁以下 

人数 22 人 363 人 412 人 411 人 85 人 

2. 2018 年新增离退休人员 31 人，去世人员 37 人。 

二、工作计划完成情况 

（一）年初计划完成情况 

1. 组织座谈活动，调研离退休人员基础情况，探索精准服务 

分批次与 8 位离退休党支部书记、46 位行政组长开展了调研座谈工作，制作发放

调研问卷，根据调研结果梳理离退休人员基础情况，了解摸查各行政区域内离退休人员

实时动态信息，助力离退休各项工作分类管理精准服务。 

2. 做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管理工作，发挥老科研人正能量 

（1）组织学术沙龙。邀请陈和生院士做《中国散裂中子源》报告，邀请相关学科

专业 27 位老专家参会讨论，并整理审核生成沙龙上网文稿，得到院老科协的肯定和表

扬。 

（2）首次参与高能所公众开放日活动。①制作《追寻高能所的发展足迹》7 张展

板，并在开放日当天邀请 7 位老科技工作者作为志愿讲解员进行现场展板讲解；②协

调邀请退休人员副研究员沈长铨为来访人员进行《“看得见”的宇宙线》小实验展示。 

（3）定期组织召开老科协理事会，商讨制定老科协发展路线。 

3. 配合院离退休局完成城区片督导工作，开展交流活动，提升工作水平 

（1）配合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组织完成督导调研城区片工作。院离退休干部工作

局局长黄向阳率督导组对京区城区协作片进行离退休工作督导调研，高能所离退办作

为片长单位组织城区片 11 家单位的离退休代表、离退休工作人员参加了座谈，城区片

各单位离退休工作人员就中科院 2018 年离退休工作要点、“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

主题活动等进行了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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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党支部开展“联学共建”主题交流活动，落实中科院

京区事业单位党委“双融双聚”主题实践活动要求，共同探讨离退休支部工作中的问题

和经验。 

（二）2018 年常规任务完成情况 

1. 深入开展离退休党建工作 

（1）组织学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

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引导离退休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统一发放学习材料，集中

组织学习，还根据离退休党员群体的特点，通过党支部微信群、邮箱等网络平台，及时

推送相关文件精神和学习材料。 

（2）组织会议。组织离退休党员骨干和代表参加院所重要会议、召开离退休党总

支（支部）工作会、学习培训会、专题座谈会、形势报告会、工作交流会、视频会及各

项活动 30 余次，了解国情党情、院情、所情，加强对离退休党员的思想引领。 

（3）组织开展特色活动。①组织党员代表赴国家博物馆参观“真理的力量——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展览”。②举办“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书”主题座谈活

动。③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特色主题党课，邀请庄红林研究员作《大亚湾反应

堆中微子实验的成功与家国情怀》报告。④举办支部骨干培训会，学习党费缴纳与使用

的相关规定，并邀请相关人员讲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⑤开展“学习十九大

精神，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知识竞赛活动。离退休八个支部结合党员实际情况，分别

以召开党员大会、集中学习或以党小组为单位等形式组织答题活动，先后共有近 190 名

离退休党员参加了竞赛。 

（4）做好离退休党总支事务性工作。定期发放学习材料，做好离退休党员信息管

理、组织关系接转等党总支事务性工作。 

2. 贯彻落实中科院离退休干部局重点任务（离退字〔2018〕3 号） 

（1）组织完成“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精神知识竞赛”。组织离退

休人员代表参加由民政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老龄办、中国老年报社等部门联合举办的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精神知识竞赛”活动，获优秀组织奖和优秀个

人奖 1 名。 

（2）开展“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 主题系列活动。①征集文章 13 篇。②征集

书画作品展览，报送院离退休干部局 16 幅作品，报送院工会 2 幅作品。③组织文艺汇

演，分别组织了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汇演和“科学的春天”40 周年城区片文艺汇

演。 

（3）参与高能所“纪念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 30 周年”征文活动。征集审核新

稿件 10 篇。 

（4）参与高能所文化广场活动。组织离退休人员参与所文化广场文艺演出。 

3. 落实离退休各项待遇 

（1）认真落实离退休生活待遇。①落实离退休新政策。提高了离休人员护理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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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为符合条件的离休人员落实待遇（35 人）。②协助人资处发放去世人员丧葬费抚恤

金（37 人）。③核实做好离退休人员生活补助、活动费发放。④落实其他离退休人员常

规生活待遇等。 

（2）切实做好帮扶慰问工作。①做好离退休人员 70 岁、80 岁、90 岁生日慰问、

大病住院慰问、重大节日慰问等工作，2018 年合计慰问 366 人次。②做好困难帮扶工

作。从院级党口、院离退休局、所福利会、离退休经费等多渠道为生活困难离退休人员

争取帮助，2018 年发放各类慰问金 126 人次，共 329500 元。 

（3）组织离退休集体活动。2018 年组织举办了秋季外出参观学习（400 余人参加）、

迎新春健步走（300 余人参加）、迎新春联欢（600 余人参加）、欢度重阳（192 人参加）、

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培训（50 余人参加）等多项集体活动。 

4. 推进离退休人员文化养老服务工作 

（1）大力扶持离退休协会发展。①加强培训。聘请专业老师为协会进行培训授课，

提高离退休人员能力和兴趣。②加强协会管理。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及时沟通调

整协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③积极吸纳年轻会员。通过多种方式吸纳新会员加入，比

如老年柔力球协会为在职职工增设中午培训时段，吸引年轻队员加入。④积极探索新的

协会活动形式。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离退休办公室联合，协助中科院老年体协举办“离退

休人员健身球培训”。 

（2）完成中科院老年人大学招生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老年人大学报名工

作顺利进行。高能所报名总量排名京区第二，有效提升离退休人员文化养老服务质量。 

5. 加强信息平台建设 

（1）离退休信息系统管理（院级）。做好离退休人员年度信息维护更新，及时上报

统计报表。 

（2）离退休人员信息查询系统维护。做到离退休各项信息及时上传更新，方便离

退休人员查询。 

（3）离退办部门网站维护。离退休各项活动及时报道，做好离退休各项活动宣传

工作。 

（4）建立高能所离退休微信公众号，加强离退休正能量活动宣传。 

（5）拓宽党支部网络宣传学习平台。完善党总支微信群、党支部微信群、宣传委

员微信群、组织委员微信群等，目前 46.2%的离退休党员加入党支部微信群。“微信讲

党课”、“微信小课堂”等成为党支部活动的一种形式。   

6. 其他工作 

（1）完成城区协作片年度工作任务（片长单位）。①组织城区片离退休文艺节目汇

演。②组织城区片同仁参加院离退休工作研究会第二片区举办的交流研讨会。③联合组

织京区北郊片与城区片同仁赴山西煤化所参观学习。    

（2）配合其他部门完成各项工作。①配合行政处完成物业管理意见征集、提高临

时停车费意见征集等工作（入户调查）。②配合人教处完成退役军人信息登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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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事务性工作 

1 上报院级离退休人员各类统计报表 

2 编辑印放离退办工作月报  

3 管理离退休活动室使用 

4 发放离退休人员每月工资单 

6 报销离退休人员护理、慰问、活动等费用 

7 开具离退休人员人事证明、第三代入托证明、停车证明等 

8 办理离退休人员异地就医、就近医疗申请等 

9 协助办理离退休人员住院支票借取 

10 订阅分发报刊杂志 

11 接待来访 

（三）改进创新 

1. 建立高能所离退休志愿者服务队，构建离退休“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 

积极组织参加中科院京区老年志愿者培训和工作交流活动，并根据志愿者服务站

有关问题设计问卷，进行调研，汇总分析。召开离退休人员骨干会议，宣传志愿服务理

念、政策。注册建立高能所离退休志愿者服务队，注册志愿者 26 人。开展了走访慰问、

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科普与教育等志愿服务项目。 

2. 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引导离退休人员幸福生活 

举办“为家和谐，为爱传承”普法讲座及咨询活动。邀请资深民事类法律专家为离

退休人员讲述家庭财富传承及有效的保护方法。帮助老同志知法懂法，用法律手段保障

自身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和谐。 

三、规范管理与创新文化建设 

（一）规范管理 

1. 坚持各项办公制度 

①坚持每月处会制度。②实行个人月度工作总结制度，监督检查月工作进展与完成

情况，提高工作效率。③建立以退休代表为成员的内部工作人员考核小组，严格内部考

核制度。 

2. 经费管理与使用 

严格按照所里的规章制度进行经费管理与使用。围绕各项活动的开展，有计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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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做好预算支出，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合理使用。 

（二）党风廉政建设 

抓好廉政教育，积极参加廉政教育学习宣传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活动，落实各项工

作规定，做好预防监督，检查履责情况。 

（三）创新文化建设 

1. 加强队伍建设与职业素质提升。多渠道开展学习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2. 加强班子建设。①以制度为基础，强化管理抓落实。②严格岗位责任，规范业

务流程。③务实工作，办实事、求实效，不断改进工作作风。④坚持民主集中制，增强

整体合力。⑤履行安全制度。明确责任人，定期检查。 

四、存在的问题 

由于离退休人员（党员）年高体弱、多病等特殊性，集中活动存在很大困难。少数

离退休党员因各种原因长期脱离组织生活，党性修养缺失，组织观念淡薄，需要进一步

引导加强。 

五、2019年工作重点 

1. 深入调研，探索符合需求可操作的离退休党员管理与支部活动方式。 

2. 加强信息管理精准化，实现离退休分类管理，进一步细化各项工作。 

3. 结合实际，完善离退休服务体系的建设。 

 

 

（撰稿人： 张晓萌  审稿人：贾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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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行政管理处工作总结 

 

在 2018 年中，行政处继续积极完成各项工作，做到保证后勤服务、服务科研、支

持科研，不断实现工作的优化与创新。行政处从方方面面来保证后勤服务，如办理拆迁

安置售房工作、进行物业管理、加强食堂监管、管理多学科大楼、加强对 3 公寓管理

等。同时，做到服务科研，完成环评、环评验收等工作，如协助开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环评，完成在建科研项目如 ADS 加速器、DCTB 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环评验收工作。此

外，行政处开展各项工作积极支持科研，改善园区环境、工作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如完

成园区道路改造及新建围墙工程施工、自备井水置换为自来水项目施工、多学科大楼周

边绿化工程施工、同位素厅改造、十三五基建项目的前期立项审批和工程设计以及完成

多学科研究试验平台项目相关工作等。 

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 水暖电运行维护与检修 

在日常维修方面，水暖电各部门积极完成各类维修工作。在 2018 年，供水车间完

成 2679 次，供暖车间完成 387 次，电气车间完成 1368 次，全年维修 4434 次，保障了

全所水、暖、电设施的正常运行。从回访情况看，用户总体满意。此外，报修中心起到

综合调度作用。  

各车间根据园区情况和运行需求，做到合理分工、高效运转。供水车间主要开展清

掏化粪池，蓄水池清洗消毒，热水器清洗除垢，消防设施维护，供水管网维检等工作。

电气车间主要完成高低压电气设备、电梯、弱电设备等维护、运行、检修以及各类电气

工程改造等。供暖车间主要完成冬季供暖、安全运行；非供暖季锅炉停机保养和管道检

修等，进行主楼、三公寓、多学科大楼中央空调清洗维修，确保夏季供冷等。  

2. 医疗保健及交通 

医务室针对医疗、体检等开展多项工作。为全所职工、家属、学生提供常见病、慢

性病的诊疗。根据药品执行阳光平台统一采购相关药品，提供常用药品 200 种左右，保

障了常见病的日常用药，也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的合理增长。同时，组织协调全所职工

及学生、东莞分部职工的健康体检，今年共计约 2400 余人次。此外，还参与卫健委、

人社局等部门的相关工作。 

车队保证行程安全及配合公务车改革。全年安全行驶 41.68 万公里，同时确保政协、

人大、院士大会用车。此外，完成公务车改革，购置 3 辆新车。 

3. 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负责水电暖收费、集体户口管理、食堂管理、物业管理等工作。 

完成负责水、电、暖等收费工作。完成所内集体户口的管理工作，现我所集体户

有职工、家属、博士后及历史遗留人员共计 8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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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食堂的监管工作。2018 年工作重点是食品安全，扩大风味品种，发挥伙委

会作用，加强监管；修补和完善食堂硬件设施，并且每月对食堂进行定期不定期抽查；

办理卫生许可证延期手续；迎检分院、石景山区食药局等检查；实行“明厨亮灶”工程；

为丰富饮食品种，4 月在食堂推出美食节活动，获得好评。 

负责物业监管工作。10 月 10 日信科联物业合同到期，提前准备招标文件等，完成

合规聘用，使办公区服务不受影响。于 9 月 28 日完成招标，现在的物业中标，为期 3

年。此外，全年组织召开 30 次物业例会；强化监管，保证信息畅通，做到及时整改问

题，对物业的总体满意度达到 94.32%；提升相关服务，物业工作得到表扬。  

4. 安全方面 

安全工作从积极落实各项指示、治安交通及门禁管理、消防安全、辐射管理、危化

品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培训及演练、安全检查及整改八个方面全面开展，保证园区以

及科研项目的正常、安全运行。 

第一、强化布置，落实到位。3 月份组织召开了全所安全工作会议，及时将中科院

对安全工作的新指示进行传达；根据公安、消防、辐射安全管理新规定，全所安全出现

的新情况，根据所领导对安全工作的新要求布置下去。7 月份组织科研生产安全隐患排

查和夏季灾害防范工作安全会议。此外，经过多方努力，做到全年全所无安全事故。 

第二、治安交通及门禁管理，协力助平安。部门组织排、摸、查 20 次，巡查、抽

检 40 余次，处理各种治安突发问题 67 起，使得两会、9 月份等首都重大会议期间我所

科研不受影响。协助所内开展重要活动 14 次，如院领导检查视察、BEPC30 周年庆祝

活动、国际评估等。在道路施工期间，合理规划行车路线，尽可能使交通不受影响。此

外，及时报修门禁系统、道闸设备故障 57 次，保证了门禁系统的正常使用。 

第三、消防安全方面，全面无死角维保火灾报警系统，及时排除故障 29 次，如电

源、采样管道、烟感探测器等。完成各项安全检查，包括 14 处建筑消防设施的电消检、

完成 1658 具二氧化碳和 1389 具干粉灭火器的更换添加和报废工作。参与先进光源技

术研发与测试平台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消防工作。 

第四、辐射管理包括辐射安全许可证办理，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管理，环评申

报、危化品管控等工作。（1）辐射安全许可证办理方面，完成许可证 2 次换发工作，包

括 2018 年 6 月 5 日换发，注销了 10MeV/3kW 电子直线加速器；2018 年 9 月 28 日换

发，新增了使用 8 枚 8 种核素Ⅴ放射源，使用 3 台Ⅲ类射线装置，生产、销售和使用Ⅲ

类射线装置 3 台/年；新增 8 处辐射工作场所。目前我所持有Ⅴ类以上密封放射源 223

枚、Ⅰ类射线装置 1 台、Ⅱ类射线装置 7 台、Ⅲ类射线装置 25 台。（2）在放射性同位

素方面，按时完成各项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备案、豁免等行政事项 5 项，保障科研需

求，其中转入密封源 10 枚；为核技术中心转氟-18 和锝-99 共 32 个批次。（3）在射线

装置管理方面，完成 2 号厅 10MeV 电子直线加速器退役与许可证台账注销，帮助 HEPS

项目高频研究合法使用实验场所。（4）在核技术项目环评方面，完成包括多学科、实验

物理和核技术等部门 4 个新增Ⅲ类射线装置项目的环评，并获批环保部登记增项许可。

其中，完成中子厅新增一台中子管环评报告，目前环保审核中。（5）在环评验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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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环保规定，组织了全所核技术项目竣工环评验收工作，如组织完成了高能同步辐射

光源验证装置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和 DCTB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为以后再申请项目创

造条件。（6）在 HEPS 项目环评过程中，组织沟通会 4 次、专家咨询会 1 次，配合编制

环评，多次向环保部报送材料，并与环保管理和技术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力争按期取

得批复，确保项目按期开工建设。 

第五、在危化品管控方面，制订了《高能所易制爆化学品管理规定》规定。完成易

制爆化学品管理登记注册登记。办理购买备案证明审批 19 次。与此同时，及时合规处

置废酸无机盐和废有机溶剂 2067 多公斤、空瓶 1120 公斤。 

第六、在特种设备管理方面，组织完成 12 台压力容器的探伤和 24 台起重机检验，

对包括 LHAASO 工程在内 13 人进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取证培训。 

第七、在培训及演练方面，通过对新入所的职工学生进行消防、辐射、治安培训，

对 LHHASO 建设工程人员进行治安、特种设备安全培训，对辐射工作人员 198 人进行

环保、职业卫生的安全培训，对计算机中心、图书馆等单位进行消防培训和实际操作练

习，开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上岗培训，加强各方安全意识。 

第八、在安全检查及整改工作中，做到细致、统筹，组织各类检查。包括全所范围

内的安全大检查 5 次，放射源专项检查 13 次，防火检查 20 次，开展对非法人单元检

查；同时积极配合各项检查，包括迎接环保部华北站检查各 3 次，市区环保局、质监、

公安例行检查 22 次。通过各项检查，消除了安全隐患，全年未发生事故，助力科研工

程建设。 

5. 房产管理方面 

完成多学科大楼接收入驻的相关工作，组织接收钥匙、分配用房，以及协调各单位

进行入驻搬迁等工作。 

办理住 1、2、3 楼房本证，首批 114 套何家坟拆迁安置房历经 3 年零 2 个月，于在

2018 年 10 月 24 办理完毕，现基本发放完毕。     

积极办理周转住房产权回购工作，确保我所公有住房的产权权益。加强对 3 公寓、

中关村及北二条人才公寓管理，完成 3 公寓门禁和宿管系统更换，收回大量房屋使用

权，现在我所可使用房屋为 250 间；针对中关村公寓，有 47 套，分配出 42 套；北二条

公寓，有 15 套，分配出 4 套。同时，催回并接收三公寓后住宿管理费 264 万。 

6. 基建工作 

针对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完成选址意见书、用地预审、各种评估、设计、勘察

招投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前期报建手续 90 多项手续；完成消防性能化设计评审、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完成施工、监理招标文件的预审及清单编制工作，目前暂停招

标工作，待院及北京市协调施工、监理的招标时间。 

在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中，完成财务、建安和档案验收，所有单体均取得《东莞市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通过院及国家发改委验收。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的开发建设情况为，完成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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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封顶以及外立面装修工作。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主体、附属建筑、外壳建造工程中，面积 78000 平方米的 3 个

WCDA，其中 1#水池完成约 98%，2#水池完成约 85%，3#水池完成约 40%；1171 个

MD 已完成 270 多个 MD 砼罐体；9000 平方米的附属工程，已完成 3050 平方米两栋单

体的初步验收工作。 

JUNO 实验站配套基建工程的进展为完成斜竖井贯通、3#廊道贯通、地面建筑主体

结构施工，预计 2018 年底投入使用。 

在高能多学科研究试验平台项目中，完成规划、消防、节能、防雷、档案、人防、

环评等专项验收，完成竣工验收并取得竣工备案证书及项目结算，经费控制效果良好，

正在申请院基建验收。 

玉泉路园区研究生宿舍（三公寓）修缮项目，制定项目修缮方案并编制申报书及预

算，2018 年 9 月完成评审，正在等待批复。征求多方意见，确定使用需求，并正在开

展设计工作；完成造价咨询和招标代理的采购工作，正在签订合同。 

7 号实验厅及同位素实验厅内部装修改造项目已经在 12 月 14 日完成验收，在预算

内完工，即将交付用户使用。 

玉泉路园区十三五基建项目方面，前期完成方案的深化优化（包括各专业外网的方

案）、院投资部分的立项申请、地勘和稳评的前期调研工作。由于国家发改委政策等限

制，五环内不支持拆除新建，所以现在项目暂停。 

7. 园区环境 

玉泉路园区获得北京“健康示范单位”，该奖项主要奖励内容包括环境、绿化、卫

生、健康、全民健身、控烟等方面的工作。 

针对高能所园区，进行道路改造及新建围墙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将原破损水泥路面

改沥青路面，更换部分雨水管道和路灯以及修补部分围墙。同时，及时整理近几年环境、

雨排、管道、灯光等问题，尽量通过本次改造一同解决。历时半年施工改在，道路改造

面积约 2.1 万平米，围墙改造约 240 延米，并在预算内完工。 

为多学科大楼周边环境，为科研人员提供休闲场所，进行庭院工程、绿化工程、浇

灌工程、照明工程施工，工期为 3 个月，绿化面积 6480.16 ㎡，硬化处理 2000 ㎡，植

种树木 46 株。 

玉泉路周转房装修改造项目获得 2018 年院 3H 工程专项补助。其中，申报 40 套改

造，总投资 420 万元，院、所投资各占 50%；10 月开始施工，分两个阶段，预计 2019

年 7 月竣工。 

屋面防水修缮工程对 10 个实验厅、面积 11830.9 ㎡进行防水修缮。工程于 8 月 31

日开工，10 月 8 日竣工，在预算内完工，有效解决雨季漏水，改善环境，保护仪器设

备等。 

8. 本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制度建设 

制定和完善修订 15 项岗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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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辐射防护大纲》 

《高能所易制爆化学品管理规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环境及场所辐射剂量监测规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安全与防护管理规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辐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安全管理规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管理规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安全管理规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放射源库房安全管理规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放射源使用安全管理规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放射源使用安全管理规定》  

《高能所危险废物防治责任制度》 

《行政处电气事故处理应急预案（初稿）》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防汛应急预案》 

《控烟管理制度》 

9. 经费管理与使用情况  

按照规定询价、招标，共签订合同 90 份。 

10. 改革与创新 

年初王所报告中“倡寻创新文化和团队文化，建设现代研究所”，改革和创新既需

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实践。一年来行政处面对困难敢开拓，面对新问题敢尝试，取

得一些工作实效，在各方面有力支撑和服务全所科研工程和科研人员及工作和生活环

境。 

在食堂管理方面，开展“明厨亮灶”建设，阳光透明，接受全体监督。 

在房屋管理方面，办理发放住 1、2、3 楼房本，解决历史遗留难题 

在缓解停车难方面，提高外来车辆停车费，开展民调，耐心讲解，使具体工作由不

理解到理解、配合最后通过。 

在工程建设方面，优化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的钢结构、外墙、屋面、弱电

等进设计方案，节约经费约 1200 万。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不适用现行防火规范，采

用性能化的优化设计，顺利通过评审，既减少投资，又节约时间。针对园区多学科大楼

项目，为建委提供各种材料 12 次，达到绿建三星要求。在申报节能验收时，将已完工

的冷冻站等 4 个项目一并上报均获批，解决遗留问题。此外，园区各基建项目均在预算

内按时保质完成。 

针对 2016-2018 年提案和合理化建议情况，由于工作属性与民众工作生活息息相

关，所以与行政处相关的提案、合理化建议占比较高。组织相关人员讨论提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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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落实方案，实现答复率 100%。其中，2017 年提案解决率达 58%，逐渐提高办成

率。 

二、创新文化建设 

（1）不断提升职业素质、业务能力与服务精神 

年初行政处与国资处进行整合，形成了优势互补、劣势互堵的工作格局，使得工作

效率更高；房产科在工作上为职工、学生排忧解难，安居助科研工程（如人才周转房、

办公用房等）；基建科在工作上固本强基，大工程先期接手进入，成为科研工程的排头

兵；技术安全科在工作上稳扎稳打、铁面无私，坚守安全底线，做到全年无安全事故； 

行政处负责的后勤存在润物无声的情况，有 “很难做、必须做、要做好、能做好”

的特征，默默无闻做贡献，保持各方面工作运行良好。 

（2）搞好班子建设 

处务会包含 6 人，全处重大事项都经处务会集体讨论决定。支部在廉洁建设、群众

工作方面开展多项工作：各级职工签订廉政建设责任书，组织和参加廉政教育活动；规

范询价、招投标程序，支委全程参加；慰问春节值班人员、困难职工、重病号职工等；

更新节能卫生开水器 38 台；按时收集各部门及报送人资考勤；全年参加或组织技术技

能、消防、安全保卫、卫生等岗位培训，技能培训等共 550 人次，1686 学时；建立“周

半小时小课堂”，提高职工的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 

 

 

（撰稿人：巴宇航  审稿人：梁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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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通用运行部工作总结 

 

2018年度通用运行部的主要任务都是围绕各个大科学工程开展工作，包括BEPCII、

CSNS、LAHSSO、HEPS、CEPC、JUNO、ADS 等工程项目，按照所里的统一部署，各

项工作任务进展良好，很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本年度完成的主要工作如

下： 

一、BII、DCTB、ADS/注入器-I 等通用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检

修以及改造工作 

BII 通用设备总体运行状况良好，满足了加速器、谱仪、同步辐射的运行要求。按

区域分为 4 个运行班组，同时兼顾 DCTB、ADS/注入器-I 等的日常运行维护、检修工

作。全年运行 10 月，检修 1 月，配合测试 0.5 月。通过强化日常巡视检查、做好日常

设备保养、加强处缺管理、及时补充易损件、备品备件等措施，确保设备的完好率，提

高运行稳定性。同时为了保证运行的可靠性，在夏季停机期间安排了以下通用设备的各

项检修、改造工作： 

1) BII 水冷系统的检修及改造：直线和环 8 个泵站内的 17 个子系统的设备、管阀、

传感器、控制等数百台设备的清洗、检修；更换 3#厅水值班室监视控制台，完成低温

一、二厅水冷系统基于西门子 WinCC 上位机组态的开发工作；搭建低温一、二厅以及

直线泵房视频监控系统。 

2) BII 空调机组的检修：直线、环、谱仪 11 个机房的设备检修，近百台空调柜机、

盘管检修；BII 低温大厅空调系统改造；储存环中控室空调系统改造及消音措施。 

3) BII 变配电检修：BII 供电系统电气设备年度预试验、检修维护、清扫、开关参

数整定以及配电监测系统维护；增设低温厅配电监测系统；BII 缆温报警系统检修及升

级；直流屏检测。 

4) BII 压缩空气系统检修：纯水站、储存环、低温厅、#1 厅空压机保养；安全阀、

压力表年检 

纯水站设备维护保养：清洗水箱、过滤器、盐箱、流量计等设备；更换旁流混床树

脂；保证 BII 用水的同时，为所内其它工程或实验提供超纯水。 

二、 高能所实验区公共设施的运行维护 

1) 110kV 变电站及实验区二级站 

负责全所供电调度，完成年度运行任务。运行期间完成#1 厅至#6 厅、工厂等二级

降压站各配电室的年度预示、检修、清扫、维护，10kv 开关柜本体保护校验，更换 1#

直流柜电池巡检仪、接地绝缘仪、UPS 等；维修 2#消弧线圈控制器，110kvGIS 5#母线

PT 漏气处缺等任务。 

2) 冷冻站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259 - 

 

负责全所供冷，完成年度运行任务。进行了冷冻站冷水机组首次压力容器检测，安

全阀检测，全体人员取得特种操作证。#2 机组结霜、#4 机组排压过高等问题处理，以

及#2、#3、#4 冷却塔更换电机轴承和减速机轴承。完成冷却塔集水盆维修和填料清洗。 

三、 BII 工艺设备安装 

今年完成的设备安装有：1）B 铁电源改造安装：包括拆除 8 台旧 B 铁变压器，安

装 8 台新变压器，安装储存环#3 电源厅 B 铁电源，拆除和安装 B 铁变压器高、低压电

力电缆、B 铁电源柜负载电缆、并进行测试和保护调试。2）对撞区磁铁水冷系统改造：

更换水泵，增加扬程、流量；更换换热器，提高承压能力；改造 ISPB 磁铁水排，更换

调节阀。3）谱仪漂移室内室拆装方案改进、优化，以及工装设计。4）设备安装：K3、

K14、K6、K8A 设备拆装（离子泵、波导、陶瓷窗、真空泵等），横向反馈 Kicker 及支

架安装。 

四、 LHAASO 通用系统设计、安装调试 

顺利完成全部通用系统的施工图设计和招标工作。通用系统由于土建施工延后，使

得部分设备安装在冬季进行，参建人员在高原缺氧、严寒条件下，抢工期，保证了后续

探测器安装的顺利进行，完成的安装工作如下： 

1）工艺水系统：2T 移动式超纯水制备系统及时安装调试完成，保证了 MD 组前期

超纯水用水需求，出水电阻率 18MΩ•cm 以上；20T 超纯水系统的安装、调试工作完

成，已完成 MD 组 60 多个μ探测器的灌装；完成 WCAD 注、补水系统的设备、管道

安装；#1 WCAD 净水循环系统、水池循环管网系统、钢管网悬挂支撑系统已安装完毕；

#2 WCAD 水池安装物料开始进场；完成净水站到 1 号水池临时注水管道铺设，取水泵

站增设袋式过滤器，解决雨季原水浑浊问题。 

2）工艺电系统：#1 配电室变配电设备安装测试完成，#1 配电室储油罐已安装回

填，两台 1000kw 柴油发电机已到场进行安装调试。#2 配电室变配电设备已就绪，年底

开始安装。完成两批次 KM2A 阵列线缆敷设及机柜安装调试，正按计划进行其他批次

的安装任务。 

五、 HEPS 设计工作及 HEPS-TF 验收 

根据工程总体计划要求，进行工艺需求统计、分析以及冷、热负荷和用电量计算，

完成通用设施可研报告及估算、初步设计报告及图纸、概算等。包括：水冷系统、供配

电系统、工艺空调系统、压缩空气系统、冷却风系统。这些系统温度精度要求高，设计

难度大，没有相应的规范可供参考。目前正进行施工图设计及系统优化，设备调研及比

价等。同时，开展了隧道设备吊装方案以及运输、吊装设备的研制工作；参与完成节能

报告编制，并通过评审；参与装置区的总体布局、隧道管线综合布置、设备的减振、以

及运输通道及维护区域的设计，审核各阶段（可研、初设、施工图）土建图纸，提出数

版修改意见，并与电子设计院进行联合设计。 

今年 HEPS-TF 方面的主要工作为 HEPS-TF 通用设施的运维及检修，设计并安装

新的加湿水处理设备。完成隧道环境试验系统的验收（水冷系统、配电系统、恒温间系

统等），组卷 46 卷归档资料，完成设备清理验收，保证 HEPS-TF 顺利完成国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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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CSNS 工程相关工作 

本年度 CSNS 的主要工作为完成国家验收、正式对外开放、以及逐步提高运行功

率。为此，技术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竣工图纸：自行组织完成公用设施所属

各专业竣工图纸，共计 800 余张。2）工艺测试：公用设施各专业子系统工艺测试指标

符合设计要求，满足 CSNS 运行需要。3）设备验收：采购 1330 项，所属设备资产上万

件，财物一致、标签清晰，顺利通过设备验收。4）档案组卷：工程档案组卷数 1031 卷，

内容齐全，架构清晰。5）建设总结：全面细致总结建设经验和分析问题，完成研制总

结报告近 10 万字。 

目前，CSNS 公用设施整体运行平稳，设备运转良好，有力地配合了加速器和靶站

谱仪的调试、运行。公用设施运维工作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为保证设备

的完好率，完成 CSNS 公用设施夏季检修任务，包括直线、LRBT、RCS、RTBT、靶站

谱仪等，并完成 40 余项新增需求及优化改进工作。 

同时，完成 CSNS 夏季检修工艺设备拆、装任务，包括：1）2 台 CPI 速调管，更

换为东芝速调管，并将 1 台 CPI 速调管安装到测试台；2）直线前端改造设备安装；3）

完成 LRBT 三台新增校正磁铁安装、主次剥离膜换膜真空连接及一台环波纹管更换；

4）完成 MEBT、LRBT、RTBT 共四台丝靶换丝拆装，以及 LRBT 一台 BPM 更换拆装；

5）完成环高频末级功放柜、白光中子源中子束窗及引出脉冲电源检修；6）完成小角谱

仪探测器、谱仪斩波器、样品环境及中子测量室设备检修拆装；7）拆装靶站内 RTBT

隧道部分屏蔽体，查找磁铁漏水点并更换漏水陶瓷管。并完成了 CSNS 运行期间多项

工艺设备抢修任务，以及各类日常设备安装、吊装及运输等项目，累计 300 余项。 

七、 CEPC/CDR 相关任务 

完成加速器 CDR 报告中水冷系统章节的编制，用电量的估算及优化分析，供配电

和空调系统的方案设计，地面建筑物需求及面积估算，参与隧道布置及运输竖井方案的

考虑等工作。  

八、 PAPS 通用设施 

完成 3T 超纯水系统前期厂家的调研，招标书的撰写，以及合同的签订，目前设备

制造完毕，准备安装。工艺循环水系统已完成系统关键设备技术参数的确定，审核设计

院图纸。 

PAPS 精密磁铁系统高精度恒温间的设计修改，召集中标厂家、设计院、总包、天

车厂家、用户等相关单位根据现场进行多次技术交流，修改、优化图纸，消除干涉；现

场施工前的探查，以及进场前的准备工作。参与 PAPS 节能评估报告编制。为光学系统、

高频系统的洁净间、恒温间的设计提供技术支持。 

九、 JUNO 有关任务 

PMT 安装：与厂家讨论落实安装方案及相关结构，并进行了模拟安装试验、评审，

上半球安装方案：C 形钩，下半球安装方案：四点提升。PMT 保护罩联接结构设计，

优化下保护罩和玻壳 Potting 外壳的卡箍联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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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完成中心探测器小模型吊装工作。 

十、 南方光源预研及测试平台 

完成了南方光源预制研究平台可研报告通用设施部分和图纸、概算编制，并通过评

审。整理平台各类需求，完善通用设施设计参数以及土建条件，制定各专业的概念设计

方案，调研洁净间、高精度恒温间，进行方案研究。 

十一、 BNCT 

完成了通用设施各专业的施工图纸，所有设备采购均已完成提单。完成室外变配电

设备等的安装和电缆敷设等，以及用电报装、验收，并于 11 月 16 日完成通电。完成升

压变压器及镇流器拆除及安装。进行加速器设备预组装。 

十二、 其它任务 

1）康普顿背散射光源(LCS)及电子照相平台 

安装 E2B4 和 E2B5 二极偏转磁铁、修复原 BEPC 四极磁铁（110Q），真空盒及支

架等，基本完成安装工作。 

完成 LCS 项目洁净间的设计与设备选型、施工验收。 

完成水冷管道改造，以满足平台新需求。 

2）其它零星安装任务：一号厅超导腔垂测设备吊装；超导厅 3W1 扭摆磁铁组装和

拆除；二号厅 1.3GHz 超导腔及其工装吊装；#12 厅三坐标测量仪安装；直线测试厅设

备安装等，近 80 项零星安装工作。 

十三、下一年重点工作 

1）做好 BII 通用设备的稳定运行以及工艺设备安装  

2）兼顾做好 DCTB、HEPS-TF、ADS 通用系统的运行维护 

3）按计划完成 LHAASO 通用设施的安装、调试工作 

4）按计划完成 HEPS 相关的设计及施工准备工作 

5）CEPC/TDR 配合工作 

6）按计划完成 PAPS 相应系统的安装工作 

7）按计划完成 JUNO 的任务 

8）完成 BNCT 试验装置的安装及调试 

9）做好 CSNS 通用设备的稳定运行 

10）CSNS 二期工程的相关任务 

11）南方光源预研及测试平台建设 

 

(撰稿人：林国平、黄金书、王博东、范志香、张琳琳、王亮、荆小平  审稿人：林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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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文献信息部工作总结 

 

一、前言 

文献信息部主要负责我所高能物理等领域相关学科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组织和

管理工作；负责为所内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提供各类文献流通、阅览等到馆服务；负责各

类文献统计和文献信息分析服务；负责两本英文学术期刊 Chinese Physics C（简称 CPC）

和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简称 RDTM）以及一本中文科普杂志《现

代物理知识》的出版工作。2018 年度，文献信息部在主管领导的指导、所内外多方支

持以及部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较好完成了年初部署的系列重点业务。 

二、年度重点工作 

 （一）文献情报工作 

1. 文献保障 

2018 年度中文书、外文书、学位论文有少量新增，其它文献资源种类数量与上年

度基本持平，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馆藏数量 

馆藏资源类型 数量（种/冊） 

中文书（纸质） ~38574/50517 

外文书（纸质） ~21195/28343 

中文期刊（纸版） ~767/11457 

外文期刊（纸版） ~1060/44917 

资料（含学位论文） ~2000 

报纸 ~21 

外文书（电子） >300000 

外文数据库（APS、AIP、Springer、Elsevier 等） ~20 

中文数据库（万方、台湾、CNKI 和 VIP） ~4 

系统平台（Alma、primo、超星发现和 ORCID） ~3+1 

2.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2018 年度，文献信息部共计收到各科室文献传递请求 1387 篇，各科室数量分布如

下图 1 所示，其中对外申请获取 705 篇。完成馆际互借图书 59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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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传递情况 

3. 数字文献资源利用培训 

数字文献资源利用培训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员和研究生更

好地了解和掌握科技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方法，熟识常用数据库的使用技巧。 

2018 年度，文献信息部通过参与新生新职工入所教育、开设文献信息检索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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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课堂系列培训等方式共计开展约 9 次相关专题的培训，参加培训读者总计 300 余人

次。培训主题包括文献资源与服务介绍、期刊投稿技巧、文献管理软件快速入门、文献

调研查全查准技巧、数据库使用方法、专利检索方法等。 

4.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为了激发高能学人的读书热情，营造园区书香四溢的科学文化氛围，加强图书馆文

化阵地服务功能，文献信息部在 4.23 联合国“世界读书日”期间，在党政办、计算中

心、教育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策划主办开展了首届“书香∙高能”世界读书日系列

活动。 

 组织接待石景山区实验小学分校（原玉泉路小学）师生走进研究所图书馆，“体验

书香∙高能之旅”系列活动； 

 开展了图书交换大集，分享阅读和乐趣。现场交换图书 500 余册，参与换书人员

100 余人。 

 首届“书香·高能讲堂”邀请到理论物理室主任邢志忠研究员作开讲嘉宾，以《“我”

的人生：读书·远行·奋斗》为题讲述了科学家与书的不解之缘。本部及东莞分部

的职工、学生、所外人员 1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高能所作者著作馆藏推荐，梳理了高能所建所以来科研人员的著作馆藏 170 余本，

进行海报、网站等宣传，扩大我所科研和人文成果产出的社会影响力。 

 开展了“随行阅读”优秀电子书扫码荐读活动，从文史哲等多个学科类别精选好书

20 本，通过掌上阅读工具进行推介。图书馆还有更丰富的中外文电子全文图书资

源近 130 多万册，保障读者的多彩阅读。 

5. 情报服务 

1) 科研产出量化分析工作 

该部分工作已成为部门年度常规性服务。文献信息部分别完成了全所 2017 年度期

刊论文和专利统计报告和 2018 年度期刊论文和专利统计简报两份报告，并继续为各研

究室或课题组提供期刊论文和专利产出统计的延伸服务。 

 科研处高能所所事业单位法人 2017 年年度报告； 

 科研处院评估中心 2017 年度研究所定量数据采集； 

 科研处所科技版年报（2017 年度）提供 2017 年度“各室发表论文”； 

 科研处高能所人员在国际期刊任职情况中期刊所属分区数据； 

 多个科室（粒子天体、多学科中心等）的用户论文数量统计；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7 成果产出统计等。 

2) 其它情报服务产品 

 世界六大高能光源调研报告（包括线站情况、各束线产出论文数量及分区、年度发

文趋势、学科及国家分布、机时情况等）； 

 BEPC 30 周年成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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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化评估成果产出统计； 

 PRL 编辑推荐亮点论文中有中国作者参与论文的分布； 

 ATLAS/CMS 等高能物理领域大型合作组的发文期刊分布情况； 

 年度文献保障能力分析报告等。 

6. 论文收录引证和科技查新工作 

为方便我所科研人员申报各种奖项（百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特聘教授，课题组

报奖等等）、职称评定、申请学位等工作提供客观、准确、权威的依据，部门与中科院

文献情报中心合作进行“论文收引检索”和“科技查新”服务。该服务流程为：首先由

获得认证资质的高能所图书馆馆员完成对 SCI、EI、CSCD 和 CPCI 等数据库的收引检

索或科技查新报告，然后由院文献情报中心审核盖章，从而大大提高了高能所科研人员

的论文收录和引用检索和科技查新的工作效率，实现了对我所科研人员“论文收引检

索”和“科技查新”的一站式服务。 

2018 年度，文献信息部完成 61 项论文收引检索报告。完成 2 份科技查新报告：北

京谱仪端盖飞行时间探测器升级改造的 MRPC 技术和粉末衍射中子谱仪上运行的位敏

型闪烁体探测器。 

7. 机构知识库建设 

IR 系统收集的文献资源类型更加丰富，例如：影音、图片、传媒扫描、高能要闻

等等，数据量和使用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IR 系统访问量 
 

数量（2018.1.1） 数量（2018.12.1） 增长量 

全部数据 54139 55588 1449 

全文数据 52359 53779 1420 

浏览 507980 820148 312168 

下载 127869 136263 8394 

8. INSPIRE 数据库建设 

2018 年度，INSPIRE 维护工作的数据类型和数量如下表 3 所示。定期与 CERN 开

视频会议，并邀请 CERN INSPIRE 数据库建设人员 Micha 来访交流，组织 Inspire 数据

库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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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8 年度 INSPIRE 维护数据类型和数量 

 

 

 

 

 

 

 

 

 

 

9. 其它工作 

1) 音视频资源建设。共完成摄像和编辑视频 83 部，其中包括 14 场创新论坛及

各种研讨会、学术沙龙等。 

2) 图书馆资源共享。与国科大签署了资源和服务共享协议。根据该协议，两机构

将进一步商讨共享服务细则，最终实现两机构、一个园区（玉泉路）近 70 万册纸本图

书资源及服务的共享。 

3) 大科学装置（HXMT）特色数据库建设探索。 

4) 所外远程访问文献资源。在计算中心支持下，测试并实现了允许所内读者通过

VPN 远程访问图书馆订购文献资源。 

5) ORCID 维护。本年度为 348 位 ORCID 用户发布论文 7964 篇。 

6) 与文献情报中心、心理所图书馆等开展业务交流。 

（二）出版工作 

1. CPC 期刊出版及发行情况 

1) 出版数量。2018 年，CPC 编辑部出版正刊 12 期，刊登论文 195 篇。 

表 4 2018 年度 CPC 出版情况 

栏目 

类型 

粒子 

物理 

天体 

物理 

核物

理 

加速

器 

其它（快

报、综述

等） 

论文

数量 
90 29 69 2 7 

2) 加强编辑队伍建设。编辑部主管顺利完成交接，新引进编辑一名。 

数据类型 数量（2018） 

Conf. paper/article/preprints/thesis 2856 

Institutions 23 

Journals 3 

Hepnames 542 

HEPJobs 584 

RT-Ticket 950 

Oth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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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断提高出版效率。引入 XML 排版生产系统，规范流程，目前投稿到上线约

101 天，投稿到出版约 127 天。 

4) 加强国内外宣传。完成网站改版和微信公众号建设，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达十余次。 

5) SCOAP3。文章数量持续增加，2018 年共发表 80 篇，占比 41%。 

2. 《现代物理知识》出版工作 

1) 出版数量。2018 年度，《现代物理知识》杂志完成 6 期出版计划，组约了一

批优秀稿件，包括：纪念叶企孙先生诞辰 120 周年、暗物质、石墨烯在光电材料科学中

的应用等。 

2) 进一步拓宽宣传和销售渠道。加强微信公众号内容建设，期刊转载范围进一步

扩大，如中科院之声、中科院物理所、中科院高能所、知识分子、京师物理等均转载了

本刊文章，公众号关注人数累计超 3500 人。 

3) 科普活动开展情况。 

―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宇宙线观测站以及宇宙线物理教学和实践实验室观摩。 

― 组织筹办 2018 年全国物理科普大会。本次会议聚焦物理学前沿与热点，主旨

是传播物理学知识和交流科普经验。共计邀请到 5 位院士、多位科学大咖以及中学校

长等参会并做前沿科普报告；设立了“物理科普与教学方法展演”活动参赛作品的展示

分会场并在会议闭幕式为获奖作品进行了颁奖；举办了学术沙龙活动，与会专家学者围

绕主题“物理科普与教学”阐述学术观点、分享研究成果，并进行互动交流，现场气氛

异常热烈。会议还组织参会人员前往天河超算中心参观学习，与会者了解了国家超级计

算天津中心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及应用。参会人员主要是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及科研院所

的物理教师、科研人员和物理爱好者、科普工作者等，共计约 200 余名。与会人员纷纷

表示像是参加了一场“科普盛宴”和期待下一届会议的召开。 

3. RDTM 出版工作 

1) 2018 年度，RDTM 共出版两期 50 篇（30+20）文章，完成了预设出版目标。

第一次决定平均用时 29 天，上线出版平均用时 116 天。篇均下载量达 243 次，高于

Springer 平台同期期刊水平。 

2) 通过中国科协“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D 类项目评审。 

4. 其它出版工作 

组织完成 BEPC 30 周年纪念文集的组稿、制作印刷和发放。在党政办等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全面收集了 BEPC 筹备阶段以及建成以来历年发表的 3000 余篇中文文章，

并呈请专家依据重要事件与任务回顾、重要成果展示、对国家高技术的促进作用、重要

社会效应以及纪念性等筛选出了 45 篇文章。为保证印刷质量和效果，对这些老文章重

新进行了录入、排版和反复的校对，对其中的某些图片进行了替换处理。征约新稿件 37

篇。 

（三）规范管理与创新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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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 年度文献信息部人力资源状况 

表 5 文献信息部人员情况表 

人数 年龄段 最高学历/学位 职称 

16+1 返聘 35 岁   4 人 

35-45 岁 5 人 

45-50 岁 2 人 

>50 岁  6 人 

  

研究生：7（博士 4、硕士 3） 

本科/学士：4 

进修本科：4 

大专：2 

  

正高  1 人 

副高  7 人 

中级  9 人  

小系列  10 人 

职员  3 人 

工程师  2 人 

实验师  1 人 

2. 制度建设 

1) 安全。馆藏 14 万余册图书文献，安全问题责任重大。常设安全小组，做到有

组织保障；建立了定期检查制度。制定了《文献信息部节假日安全值班规定》。 

2) 考勤。按照《高能所职工考勤办法》，按作息制度上下班，保证上班期间不脱

岗。 

3) 考核。出台了《部门绩效考核办法（试行）》，建立了《月工作交流制度（试

行）》。 

3. 班子建设 

1) 严格按照所里规定办事，不定期召开部务会，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 

2) 党支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2018 年没有违规违纪现象，人人爱岗敬业，

服从所里大局。被评为 2018 年度“表彰党支部”。 

3) 积极支持工会工作，支持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 

4) 积极支持共青团及青年工作，注意青年人才培养。 

4. 创新文化建设 

1) 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和价值理念，注重部门工作目标和个人奋斗

目标相结合。 

2) 营造团结奋进、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兼容并蓄、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3) 鼓励职工追求上进，通过参加培训、考试等取得相关证书，为将来晋级、不被

时代淘汰打基础。 

三、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存在问题 

1) 日益增长的任务需求与人员缺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强图书馆以及编辑部

之间的业务融合，加强人员技能培训。多渠道招聘引进一名 RDTM 编辑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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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DTM 期刊面临的收引问题。进一步提高国外编委和国外作者的比例，加大

宣传以提升文章的传播和使用率。 

3) 科普期刊面临的稿源问题。加大激励的力度、调整评价体系、扩大作者群、培

养吸纳优秀的研究生等青年科普人才。 

（二）下年度工作重点 

1) 持续做好为大科学装置服务的文献情报工作。 

2) 机构知识库 IR 建设（回溯数据、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等）。 

3) 进一步推进所级间的资源共享。 

4) Alma 系统的深度利用。 

5) 进一步提升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 

6) 加强科学传播和新媒体建设。 

 

 

（撰稿人：于健  审稿人：郑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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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实验工厂、高能锐新公司工作总结 

 

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2018 年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1 北方光源 HEPS-TF 

纵向梯度二极磁铁（永磁） 1 

超高梯度四极铁 I 型（冲片结构） 1 

超高梯度四极铁 I 型（实心结构） 1 

2 费米校正磁铁 24 

3 上海 C 波段加速结构（第二批） 2 

4 上海 C 波段加速结构（第三批） 8 

5 上海交大 C 波段加速结构 1 

6 双 Spoke 超导腔 1 

7 
1.3GHz 单 CELL 超导腔 

2 

8 1.3GHz 双窗可调耦合度耦合器样机 1 

9 HYBRID 加速结构 1 

10 超高真空高功率环流器样机 1 

11 3W1 超导扭摆磁铁 1 

12 CEPC 

主环双孔径二极磁铁样机 1 

主环双孔径四极磁铁样机 1 

高梯度加速结构 1 

高精度低场二极磁铁实验样机 1 

650MHz 超导腔 3 

13 AM3 开关磁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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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海硬 X 射线 

9CELL 超导腔 8 

耦合器 8 

15 兰州近物所 DTL 腔研制 2 

16 原子能研究院质子治癌输运线磁铁 47 

17 AM3 开关磁铁 2 

18 合肥新型线圈结构小孔径四极磁铁样机 1 

19 合肥纵向梯度二极电磁铁样机 1 

 

（二）惠州合资公司情况： 

1. 土地购置： 

由于土地购置复杂漫长，本年度开始至今尚未完全完成土地购置流程，预计春节前

能够完成全部流程； 

2. 建设方案： 

草拟现场建设方案—报所务会批准---与开发区沟通---基建设计方案招标---完成初

步设计。 

3. 组织结构： 

注册完成---成立了董事会---完成揭牌仪式。 

由于目前阶段人员需求很少，暂时由合资方提供协助。 

明确了未来公司队伍组成和经营管理模式等。 

4. 下一步的安排： 

根据目前的土地购置情况，制定建设规划各个关键节点 

① 土地购置 

② 资金到位 

③ 厂房建设 

④ 设备购置和调试 

⑤ 人员聘用 

⑥ 人员培训 

（三）东莞清洗基地情况： 

设备购置：现场建设、自动 BCP 清洗系统、高纯水制备系统、高压水冲洗系统； 

由于进口设备 BCP 系统中的酸液泵和防酸主材（日本、德国）交货期大幅延后，

导致建设项目拖期；考虑到现场三个主要系统连接调试的相关联和复杂性，约定所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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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设备明年 1 月中旬进行现场安装调试，1 月底之前完成。 

小结： 

大项目都处于预研阶段，样机研制项目多；主要集中在北方光源、CEPC 和上海硬

X 射线项目预研阶段。目前在相关领域，公司承担了项目大多数样机研制（磁铁、微波

和超导）； 

预计明年部分批量和小批量生产将逐步展开。 

二、经营情况 

（一）2018 年度经营状况 

① 完成规模项目 34 项。 

② 产值 3338 万元； 

③ 经营盈余 533 万元。 

（二）人员状况 

在编职工 29 人，平均年龄 44 岁；外聘用 46 人，平均年龄 35 岁。 

这两年为项目间隔期，为了控制经营成本，已经削减了约 15 人左右的人员规模，

目前已经是最基本的骨干队伍。 

（三）能力状况 

硬件设施方面，本年度没有更新升级。 

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经营环境的恶化 

① 频繁变化的各种法律法规，导致协作网络遭到破坏，尤其是特殊工艺（电镀、

热处理、喷砂、锻造等）； 

② 实体经济困难，导致新厂家加入竞争之中，非理性、非正常竞争加剧： 

解决方案： 

① 重新构建协作网络；研究新的法律法规，规避风险 

② 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来面对竞争；（接近或者低于成本价） 

（二）流动资金紧张 

项目周期长、回款滞后，资金占用情况严重； 

平均项目周期 1 年半左右，按照大致估算（产值 3500 万的情况下），流动资金需

求大约 1800 万左右（50%） 

解决方案： 

申请延迟所内返还，已经所务会批准，感谢领导支持。 

（三）能力建设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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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员： 

大项目间隔期，骨干队伍稳定、经营目标和项目不足之间的矛盾：稳定—待遇—经

营目标 

② 硬件升级： 

投入需求与资金不足的矛盾； 

解决方案： 

当未来大项目叠加时（波峰），有较好的预期，人员队伍稳定是未来经营的前提，

应保持骨干队伍稳定。建议经营上缴机制调整，建议面对任务的不平衡。 

在项目中提升硬件条件，提升新的高附加值产品工艺稳定性和技术水平（超导腔和

耦合器），避免反复增加成本。 

 

四、2019工作计划 

1. 年底前完成惠州合资公司的基本建设（基建、设备、人员等），力争尽早形成

生产能力； 

2. 年初完成东莞清洗基地 BCP 系统建设 

3. 完成好现有预研项目服务好未来大装置预研（北方光源、上海硬 X 射线、CEPC

预研、南方光源、合肥光源……） 

 

 

（撰稿/审稿人：戴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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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东莞分部工作总结 

 

2018 年是东莞分部收获的一年，经过六年半的紧张建设，中国散裂中子源（以下

简称 CSNS）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按指标、按工期、高质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

综合性能进入国际同类装置先进行列，首期用户实验取得高水平成果。以下将详细阐述

东莞分部 2018 年度取得的各项工作成果。 

一、装置进展：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2018 年 3 月 25 日，CSNS 顺利通过了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组织的工艺鉴

定和验收。 

2018 年 3 月～5 月，CSNS 先后完成工艺、设备、土建、财务和档案 5 个专业组验

收的全部工作，这些工作能在两个月内完成，这得益于工程经理部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

中，始终遵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关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

相关规定，实行了严格、科学、高效的管理。 

2018 年 6 月 1 日~2 日，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组织专家对 CSNS2018 年运

行经费预算进行了实地审核，这是 CSNS 首次进行运行经费审核。经过积极争取，

CSNS2018 年度获批基本运行经费额度是 13 538 万元，运行维护岗位职数 320 个。 

CSNS 在试运行阶段就迅速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2018 年 4 月 17 日，CSNS 首篇

用户实验结果科学论文在线发表于国际材料领域期刊 Nano Energy（影响因子 12.34 ）；

2018 年 6 月 14 日，第二篇论文在国际能源期刊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杂志发表（影

响因子 13.31）。截至 2018 年底 ，已有来自 10 个单位的 16 个研究组共完成 21 个用户

样品实验。与国际同类装置相比，CSNS 产出科研成果的速度非常之快。此外，依托于

CSNS 的白光中子源开展了许多满足国家安全重大需求的科学研究，包括核数据测量、

集成电路的高能中子单粒子效应等。 

CSNS 解决多项技术难题，于 2018 年 6 月下旬实现了稳定可靠运行，加速器的供

束效率超过 90%，打靶功率稳定在 22kW 以上，靶站运行效率接近 100%，保证了谱仪

调试和第一批用户实验的顺利进行。 

2018 年 8 月 23 日，CSNS 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验收委员会同意工

艺、建安、设备、财务、档案专业组验收意见，认为项目法人单位按指标、按工期、高

质量地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源及应用领域的空白，为我国物质科

学、生命科学、资源环境、新能源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提供强有力的研究

平台，将对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对满足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解决前沿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验收委员会专家评价，散裂中子源的建设，

显著提升了我国在磁铁、电源、探测器及电子学等领域相关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

力，使我国在强流质子加速器和中子散射领域实现了重大跨越，综合性能进入国际同类

装置先进行列。验收委员会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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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0 日，CSNS 开始第一次夏季检修，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9 月 25

日恢复运行。用户机时申请网站上线试行，并制定了用户机时申请流程和制度规范。10

月迎来正式开放后的首批用户实验。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批复了 CSNS 成立科学技术委

员会的报告，同意成立 CSNS 科技委员会和用户委员会。2018 年 11 月 27 日，该委员

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包括 9 名院士在内的共 26 位科技委成员参加了会议。 

二、分部管理：从建设转向运行 

截至 2018 年 12 月，东莞分部共有在编职工 293 人，专业技术人员 265 人，实验

管理及支撑人员 28 人，在编人员整体平均年龄为 35 周岁。 

CSNS 通过国家验收后，东莞分部管理体制从以工程经理部为主，向以分部为主转

换；从以分总体为主的建设管理，向以部门为主体的管理模式转换，营造主动攻关、解

决国家急需的“卡脖子”问题的氛围，千方百计保运行、保实验，攻坚克难。干部配备、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适应运行体制，对干部进行调整，新任命分部副主任 3 名，部门

正、副主任 8 名，根据实际需要设主任助理 2 名，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东莞分部积极申报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东莞市“特色人才计划”、东莞市“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等地方人才项目，以及“东莞市成长型企业人才扶持项目”等地方人

才补贴。2018 年分部还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设

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18 年，国际评估委员会对高能所所属 8 个研究部门进行了详细的打分和评议。

在整体评价中，东莞分部荣获唯一的 A+，表达了国际评估委员会对 CSNS 建设成功的

充分肯定。 

2018 年，CSNS 成功纳入国家自然基金“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指南内容，并成功

组织了第一年大装置联合研究基金申报工作。2018 年东莞分部总共立项科研经费

2.10376 亿元，以东莞中子科学中心名义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获批 6 项，

获资助率达 60%。新增专利申请 29 项，新增授权 20 项，新增发表各类文章 203 篇。

其中期刊文章 73 篇（包含 SCI/EI 文章 40 篇），会议文章 130 篇。科研成果转化方面，

继续推进硼中子俘获治疗项目（BNCT）开展。申报“珠江人才计划”——硼中子俘获

治疗（BNCT）肿瘤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团队。 

2018 年东莞分部举办了首届 CSNS 年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第十次评审会等重要会

议，并积极协助 2018 年中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会、第三届中国粒子加速器会议等

会议的举办。东莞分部积极举办散裂科技创新论坛（40 次）、散裂青年创新论坛（9 次）、

加速器物理与技术系列讲座（3 次）等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东莞分部积极参

与 HEPS、CEPC 等项目的建设，超过 70 人参与了 HEPS 工程的工作，承担了加速器、

光束线站、公共技术和土建、通用设施各部分的工作。 

宣传工作方面，组织工程重要节点（工艺鉴定验收、国家验收、科技委会议等）的

媒体集中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进行宣传，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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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良好反响。CSNS 与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高铁复兴号等一起入选“CCTV 国家品牌

计划-国家重大工程公益传播”项目，项目公益广告在央视热播。 

党总支建设方面，2018 年，东莞分部党总支获评优秀党支部。此外，东莞分部工

会和兴趣协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形成一系列品牌活动（每月举行一项活动）。 

东莞分部全年接待来访 374 批次，近两万人次；其中，接待境外团体来访 52 批次，

港方 30 批次，有利于增进港澳同胞对大陆科技发展的了解。2018 年 5 月 19 日，东莞

分部举办散裂中子源首届公众开放日活动，当天接待了近 2000 名社会公众，并通过新

闻客户端“南方+”进行网络直播，点击人次超过 100 万。 

东莞分部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高能所与香港城市大学共建的“中子

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入选中国科学院与香港地区联合实验室名单。 

三、展望未来：多位一体协同发展 

东莞分部除了要做好 CSNS 运行开放，还要兼顾后续项目立项、二期工程和光源

预制研究、In-house 科学研究等多位一体协同发展，从由工程经理部领导下的建设体制，

转向分部+多项目矩阵管理体制。具体来说：1、扎实做好 CSNS 运行开放，持续产出重

要成果，支撑前沿科学研究。2、做好二期工程和后续谱仪的建设。3、积极争取后续项

目的立项，例如南方光源及其平台项目建设，围绕 CSNS 打造大科学装置集群。2018

年，高能所与东莞市政府签订《关于推进南方光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南方光源项目规划建设。4、培养一支 In-house 科研队伍，产生有影响力的科

研成果。 

未来，CSNS 将着力确保装置高效、稳定、可靠运行，加强国内外开放共享，为我

国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提供有力支撑，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

和产业升级。 

 

（撰稿人：张玮  审稿人：陈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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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直接投资的全资或控股企业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278 -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 

- 279 - 

 

 

直接投资的全资或控股企业  

序

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投资时间 

注册资本

(万) 

占股比例

(%) 
投资形式 企业现状 

1 
北京高能锐新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3 540 22.55 

固定资产（实

物）420 万、货

币（120 万） 

正常营业 

2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专家

招待所 

1985 27.2 100 货币 正常营业 

3 
北京求实高能技

术开发公司 
1985 50.6 100 货币 正常营业 

 

 

（撰稿人：孟笑笑  审稿人：王晓晖） 

 

 

 



 

编  后  语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内容起止时间

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包含组织机构、管理概述、

时务要闻、所级工作会议及相关工作、职能/支撑部门年度工作、东

莞分部年度工作以及大事记等内容，经党政联合办公室向各有关部门

收集后整理、编辑而成。 

2018 年度行政版年报得到了各科研、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及相

关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